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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当天举行的全国两会首场“部
长通道”上，面对分会场记者关心
的财政热点问题，财政部部长刘昆
第一时间给予回应。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再
发力？财政收入紧张，刚性支出的
钱从哪里来？

“我们将从质和量两方面下功
夫，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调整结
构、有保有压，坚决落实更加积极
有为的要求。”刘昆说。

积极的财政政策一个表现是
增支，在收入增速放缓情况下，就
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刘昆算了一道加法题：财政赤

字率计划提高到3.6%以上，比去
年提高0.8个百分点，增加了1万
亿元的财政资金；中央财政还将发
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并从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方面调入近万
亿元资金。此外，还将增加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规模1.6万亿元。

他算了笔账，今年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和支出预计分别超过
18万亿元和24.7万亿元。一收一
支，多出来的逾6.7万亿元就是释
放出的财政资金，比去年加大了力
度，做好了对冲，实现了积极。

此外，刘昆说，去年我国减税
降费规模达到2.36万亿元，这一制
度性安排今年将继续实施。为应
对疫情影响，党中央、国务院又出
台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预计今年

减税降费新增规模将达到2.5万多
亿元。

受疫情影响，今年地方政府的
日子不好过。针对媒体关心的地方
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三保”问题，刘昆明确回应，总体
看，地方财政运行是稳定、正常的。

他说，今年财政收入下降，中央
和地方都受到影响，地方财政减收增
支的规模在8000亿元到9000亿元，
一些地方“三保”面临较大压力。不
过，前几个月中央财政加快下达转移
支付资金，增加地方财政资金留用比
例，缓解了地方财政困难。

“加强对地方的财力保障，是今
年预算安排的重点。”刘昆介绍，中
央财政今年提高赤字率增加的资金
全部安排给地方，中央财政发行抗

疫特别国债的收入全部用于支持地
方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
这是对地方财政运转的强大支撑。

此外，中央财政专门设立特殊
转移支付，用于支持地方基层运
转、保障基本民生，落实“六保”任
务，中央财政对地方的均衡性转移
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
资金安排增长10%，还将专门安
排对湖北的支持，并将全力保障地
方财政正常运转。

面对吃紧的财政收支，今年政
府的“紧日子”该咋过？

近几年“三公”经费等一般性
支出连年压缩，但刘昆认为在预算
科学安排、勤俭节约、精打细算以
及提质增效方面还有空间。

此外，他说，政府过“紧日子”

和保障政权基本运转上是没有矛
盾的。今年中央本级支出中的非
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超过50%，
但工资等刚性支出是有保障的，机
关正常运转也有保证。铺张浪费
的钱绝不该花，绩效不好的钱也不
该花，花了将被依法依规问责。

在政府支出管理上，他提出要
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特别是“三
公”经费，严控会议、咨询培训、论
坛展会支出，严禁新建、扩建政府
性楼堂馆所。

“当前还要严控非急需支出，
把该花的钱花在刀刃上，做好基层

‘三保’工作，落实‘六保’资金安
排，兜牢民生底线。”刘昆说。

（新华社北京 5 月 22 日电
记者韩洁 申铖）

钱从哪儿来？“三保”如何保？“紧日子”咋过？
——财政部部长刘昆通道答疑2020年“国家账本”

“粮食连年丰收，库存比较充
裕，口粮绝对安全，饭碗端在手
里。”22日，在今年全国两会首场

“部长通道”上，农业农村部部长韩
长赋就粮食安全问题给出一颗“定
心丸”，并就粮食生产形势、生猪生
产供应、扶贫产业发展等社会热点
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中国不会发生粮食
危机”

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一些国家增加粮食储备，一些国家
限制粮食出口，不免有人担心，我
国会不会发生粮食危机？

韩长赋表示，我国粮食已连续
十 几 年 丰 收 ，2019 年 产 量 达
13277 亿斤，连续 5 年保持在
13000亿斤以上。目前，我国人均
粮食占有量远高于国际粮食安全
标准线，稻谷、小麦两大口粮自给

率达百分之百，库存超过一年产
量，够全国人民吃一年。

“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不会
发生粮食危机。”韩长赋说。

粮食生产任何时候都不能放
松。韩长赋介绍，从目前生产调度
情况看，今年农业生产形势总体还
是很好的。春播已过九成，面积稳
中有增，预计在9.1亿亩以上，基本
种在丰产期。早稻面积增加470
万亩，总量达到7100万亩，实现恢
复性增长。夏粮小麦长势好于常
年，丰收在望。

他表示，下一步，农业农村部
将加强防灾减灾，防止草地贪夜蛾
等重大病虫害和气象灾害，提高稻
谷最低收购价并及时收购，保护农
民种粮积极性。同时把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落到实处，今年要完成
800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力
确保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3万亿
斤，实现小康之年粮食丰收。

确保老百姓碗里不
缺肉

谈到猪肉价格，韩长赋介绍，
猪肉批发市场价格已经连续13周
小幅下降，比最高时候下降了
23%，每公斤大约降了12块钱。

韩长赋表示，当前生猪生产恢
复势头不错，实现今年的生猪生产
目标可以预期。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生猪稳产保供，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从去年10月开始，
能繁母猪存栏止降回升，已连续7
个月恢复增长，生猪存栏也连续3
个月增长。

“我们判断，随着生猪生产恢
复，供求关系也会逐步改善，后市
猪肉价格不会再大幅度上涨。”韩
长赋说，生猪生产完全恢复需要一
个过程，个别省份生猪生产恢复还
有波动，所以还要加强各项措施。

他表示，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
抓责任落实、抓政策扶持，通过龙
头企业带动中小农户，共同补栏增
养，提高防疫水平。在抓非洲猪瘟
防控，建立常态化防控机制的同
时，联合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部
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调运生猪行
为，防止疫情在生猪运输环节传播
扩散。

“通过努力，一定会确保老百
姓的碗里不缺肉。”韩长赋说。

四项举措推动扶贫
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韩长赋说，这几年，产业扶贫
已经成为覆盖面最广、带动贫困人
口最多的举措。有条件的贫困村
都建立了特色产业基地，总数已超
过10万个。

但他同时表示，现在贫困地区
产业整体水平还不高。下一步，农

业农村部将从提质量、抓产销、促
衔接、带农户四方面发力，推动扶
贫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要发挥产业技术专家组
作用，帮助贫困地区完善产业发展
规划，同时发挥现代农业产业园作
用，带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形成

“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使整个产
业发展水平真正提高起来。

——进一步把产业链真正拉
长，把批发市场、电商平台、龙头企
业等都和贫困地区连接起来，同时
抓好消费扶贫。

——把扶贫产业发展同乡村
产业振兴衔接起来，使扶贫产业能
够久久为功地抓下去。

——发挥龙头企业、合作社作
用，把这些主体和农户连接起来，
使农户能够进入产业链，通过产业
发展，带动贫困农户增加收入。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记
者胡璐 孙少龙 于文静）

粮食安全有保障、生猪产能在恢复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部长通道”答记者问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
22日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回答
记者提问时说，疫情对中国经济的
冲击是短期的、暂时的，有能力也
有实力、有信心也有决心继续推动
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有实力、也
有能力克服当前的困难”

何立峰说，疫情给中国经济带
来巨大冲击。在严格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各地有力有序有效地
复工复产复市复业，中国经济总体
上比较快地复苏。近期，发电量、
铁路日装车数量等指标稳步增长，
一些重要企业生产经营快速恢
复。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有实
力、也有能力克服当前的困难。

何立峰表示，中国经济基本面

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第一产业
继续向好，春耕夏种进度好于预
期；第二产业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
发展势头较好；第三产业中的一些
业态受影响较大，但正在有力有序
恢复。

不设增速目标更加关
注稳就业保民生等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
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的问题，何
立峰说，今年一季度到现在，很多
指标跟以往不具可比性。世界范
围内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蔓延，对所
在国经济的影响有巨大的不确定
性，还有待观察。

他表示，在目前情况下，不纠
结于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将使我
们更加专注于不断扩大内需，实施

扩大内需战略；更加专注于做好
“六稳”工作，实现“六保”任务；更
加专注于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适应、引
领、创造新的需求，促进形成强大
国内市场；更加专注于实现优先稳
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
一个综合性目标体系

何立峰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是一个完整、系统、综合性的目
标体系，不仅包括经济指标，也包
括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建设、生
态文明特别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建设、社会治理能力和

治理体系水平提升，还有改革开放
等内容，特别突出的目标就是打赢
脱贫攻坚战。

“这些目标任务，具体量化到
每个五年规划。”何立峰说，“十三
五”规划包括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主要内容，一共有25项指标，其
中12项是预期性的，包括GDP、人
均收入等；13项是约束性的。到
年底，通过努力，有一部分可以超
额完成，有一部分可以全面完成，
极少数可以基本完成。

针对GDP指标能否实现的问
题，何立峰说，今年只要增长1%，
就相当于 2010 年 GDP 总量的
1.91倍；如果增长3%，就相当于
1.95倍；如果增长5%，就接近1.99
倍，都非常接近预期目标。人均收
入这个指标，如果增长1.75%，就
可以实现预期目标。

今年投资突出“三个精准”

针对通过投资补短板，何立峰
说，今年的投资工作，意义非常重大，不
同寻常，应该侧重做好“三个精准”：

要精准筹资，通过政府作为，
带动和激发社会资本跟进，形成市
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融合。

要精准项目，针对疫情暴露出
来的公共卫生、医疗应急物资等领
域短板，尽快给予弥补和建设。推
进“两新一重”建设，包括新型基础
设施、新型城镇化和一些跨行政
区、跨流域的重大项目建设。

要精准施策，抓紧做好前期工
作，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坚持

“要素跟着项目走”。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中国经济有实力、也有能力克服当前的困难”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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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首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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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速不设具体目标，
有何原因？有何用意？

“今年不设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今天提
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出，这句话就在网
上刷了屏。

没错，GDP增速目标，这个历年最受关注
的经济指标之一，没有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

这个安排乍看觉得意外，细想又在情理之
中。首先，要明白此举是在什么背景下作出的。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综合研判形势，对疫
情前考虑的预期目标作了适当调整。这个形
势，主要是全球疫情蔓延、世界经贸形势带来
的未来不确定性很大。

世界经贸形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其中主要
一个因素。拿去年来说，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国
际经贸摩擦加剧，加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结果如何呢？我们攻坚克难，完成全年主要目
标任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

但此次面对疫情与世界经贸等因素叠
加，其不确定带来的影响将更大于以往。据
一些国际机构的预测，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
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非同凡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预测，今年世
界经济将萎缩3%，亚洲则可能遭遇60年以来
的首次零增长；

——欧盟委员会5月预测，今年欧盟经济
将萎缩7.5%；

——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今年全
球贸易可能缩水13%到32%。

这么多国际机构集体“看衰”今年全球经
济走势，意味着大家必须承认这样现实：这场
二战结束以来人类面临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
生突发事件，对世界经济可谓是雪上加霜。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金李说，我国
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中国经济已经深
入融入全球经济，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蔓延。在这
样的非常时期，各种不确定性夹杂在一起，不设
定GDP增长目标，是实事求是、负责任的做法。

如果硬是要设置一个目标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

生表示，如果贸然设置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
或者为了达成目标而采取不切实际的行动，
由此可能造成的一系列副作用，更得不偿失。

非常时期当有非常之举。
不提GDP增速具体的量化指标，不代表

没有目标，并不意味着不要经济增长，更不是
踩着香蕉皮，滑到哪算哪。而是“对疫情前考
虑的预期目标作了适当调整”。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后的
首场“部长通道”上，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经济量化指标，没有提
到GDP增长指标。客观上讲，GDP指标已经
融入其他指标中，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

翻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年要优先
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被放在更为
重要的位置。一个直观印象就是，稳就业保
民生是首要任务的硬指标。

当下，不仅要继续加大“六稳”工作力度，
还要落实好“六保”任务。保居民就业、保基
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六保”是刚
性任务，“六保”底线兜牢了，“六稳”目标就能
守住，经济基本盘也就能稳得住。

一些代表委员接受采访时说，没有GDP增
长硬指标的约束，地方政府能更集中精力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国经济的成
色，决不会因GDP增速不设具体目标而“褪色”。

有代表委员拿出他们走访企业和调研相关
数据给记者看。他们说，从最近一段时间的复
工复产情况和最新经济数据来看，率先走出疫
情阴霾的中国经济正在稳步恢复元气。虽然企
业还面临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总体形势在好转。

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关注中国加大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的做法，称中国正在加大逆周
期调整力度，促进经济复苏。

近期向好的数据可以佐证。截至5月18
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和职
工复岗率分别达 99.1%和 95.4%，基本达到正
常水平。广大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也都
在逐渐恢复当中。

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共享平台……中国
经济虽然遭遇冲击，但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步子并没有停下来。

今年一季度，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
值同比就增长了 13.2%。疫情催生并带动了
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发展。

特殊之年，发展任务依然繁重，要维护和
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不自我麻痹，
不心存侥幸。凡事要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
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当前的难关一定能闯过，中国的发展必
将充满希望！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记者韩洁 刘红霞)

争分夺秒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