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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沒有過不去的坎
政府工作報告：擴財赤 活貨幣 GDP增6.5－7%

李克強金句
■只要闖過這個關口，中國經濟就一定能夠
浴火重生、再創輝煌。

香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劉凝哲 兩會報
道）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作今年政府工

■中國的發展從來都是在應對挑戰中前進的，
沒有過不去的坎。

作報告，就不斷加大的經濟下行壓力發出
迎戰強音。他指出，2016 年中國發展面臨
的困難更多更大、挑戰更為嚴峻，「要做

■創新財政支出方式，優化財政支出結構，該
保的一定要保住，該減的一定要減下來。

打硬仗的充分準備」。中國將今年經濟增

■簡除煩苛，禁察非法（
《後漢書》
）
，使人民群

長預期目標設為 6.5－7%，適度擴大財政

眾有更平等的機會和更大的創造空間。

赤字，穩健的貨幣政策將靈活適度，以保

■大力推行「互聯網+政務服務」，實現部門
間數據共享，讓居民和企業少跑腿、好辦
事、不添堵。

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李克強表示，中
國的發展「沒有過不去的坎」。

■健全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給改革創新
者撐腰鼓勁，讓廣大幹部願幹事、敢幹事、能
幹成事。

「做打硬仗的充分準備」
李克強坦言，今年中國發展面臨的困難更多更
大、挑戰更為嚴峻，我們要做打硬仗的充分準備。
從國際看，世界經濟深度調整、復甦乏力，國際貿
易增長低迷，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場波動不定，地緣
政治風險上升，外部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
加，對我國發展的影響不可低估。從國內看，長期
積累的矛盾和風險進一步顯現，經濟增速換擋、結
構調整陣痛、新舊動能轉換相互交織，經濟下行壓
力加大。但困難和挑戰並不可怕。中國的發展從來
都是在應對挑戰中前進的，沒有過不去的坎。
中國將今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設為 6.5－7%。李
克強指出，中國要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宏觀
調控還有創新手段和政策儲備，「既要立足當前、
有針對性地出招，頂住經濟下行壓力，又要着眼長
遠、留有後手、謀勢蓄勢」。

企業個人免徵18項收費
其中，積極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今年擬安排財
政赤字 2.18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比去年增加
5,600 億元，赤字率提高到 3%。安排地方專項債券
4,000 億元，繼續發行地方政府置換債券。適當擴大
財政赤字，主要用於減稅降費，進一步減輕企業負
擔。李克強表示，今年將採取三項舉措：一是全面
實施「營改增」，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二
是取消違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徵和歸併一批政
府性基金；三是將 18 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的免徵範
圍，從小微企業擴大到所有企業和個人。「實施上
述政策，今年將比改革前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 5,000
多億元。」李克強說，要創新財政支出方式，優化
財政支出結構，該保的一定要保住，該減的一定要
減下來。同時，還要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建立規範
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各級政府要堅持過緊日
子，把每一筆錢都花在明處、用在實處。

M2及貸款預期同增13%
在貨幣政策方面，李克強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
靈活適度，今年廣義貨幣M2預期增長13%左右，社
會融資規模餘額增長 13%左右。保持流動性合理充
裕。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
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底線。
李克強表示，今年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
持續增長動力，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推動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向縱深發
展。中國將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推動國有企業特
別是中央企業結構調整，創新發展一批，重組整合一
批，清理退出一批。此外，還要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
力。大幅放寬電力、電信、交通、石油、天然氣、市
政公用等領域市場准入，消除各種隱性壁壘，鼓勵民
營企業擴大投資、參與國有企業改革。

科學家姓名首入報告


在李克強總理昨日作
政府工作報告一開頭，
他特意提到中國女科學
家屠呦呦去年獲得諾貝
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話
音未落，人民大會堂數 ■科學家屠呦呦獲得去年
千名人代、委員報以熱 的諾貝爾獎。 資料圖片
烈掌聲。
在報告的開篇《2015 年工作回顧》中，李克強指
出：去年科技領域一批創新成果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第
三代核電技術取得重大進展，國產C919大型客機總裝
下線，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對我國發
展取得的成就，全國各族人民倍感振奮和自豪！」
這是建國60多年來，中國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
次提及國內科學家的名字，顯示國家領導人對知識分
子創造性勞動的高度肯定，對人的價值的充分肯定。
去年，現年 86 歲的中國女科學家屠呦呦榮獲諾貝
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一躍成為華人科學之光。
■記者 王玨 兩會報道

■我們將創造更加公平、更為透明、更可預
期的投資環境，中國要始終成為富有吸引
力的外商投資熱土。

■人大開幕式的首項議程是
人大開幕式的首項議程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
。

新華社

爬坡過坎祭「強」招
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昨日提交了就任
1?
以來第三份政府工
作報告。在最受關
注的經濟領域，他
坦承今年困難更多更大，挑戰更為嚴
峻，「要做打硬仗的充分準備」，同
時矢言「沒有過不去的坎」。
在中國經濟形勢下行壓力加大之
際，李克強的報告既對外界悲觀預期
作出強力回應，更對如何「爬坡過
坎」做出全面部署。試舉他祭出的兩
招為例：
一是要求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
本行動，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
增，以激發市場活力，宣佈今年將比



改革前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 5,000 餘億
元人民幣；
二是進一步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和「互聯網+」乘數效應，充分釋放
全社會創業創新潛能，以推動完成就
業目標及傳統驅動與創新驅動的順利
換擋。
類似的「強」招均圍繞企業 轉 型 升
級、產業結構提質增效、實施創
新驅動戰略等進行的，既解了中國
經濟的燃眉之急，又着眼於經濟社
會的長期發展。有理由相信，正如
李克強所宣示的，只要萬眾一心，共
克時艱，中國經濟定能「浴火重生、
再創輝煌」。
■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 王玨

■為政之道，民生為本。我們要念之再三、銘之
肺腑，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親加「簡除煩苛 禁察非法」
「簡除煩
苛，禁察非
法」，國務
院總理李克
強在政府工
作報告中再次爆出「金句」，引發各
界關注。據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透
露，這句出自《後漢書‧循吏傳‧劉
寵》的古訓是總理親自寫入報告。
在《後漢書》中該句原文為「 寵簡
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意
為「除去那些煩瑣的規章制度，禁止
部屬擾民等不法行為」。
據了解，「循吏」之名最早見於
《史記》的《循吏列傳》，是正史



中記述那些重農宣教、清正廉潔、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的州縣級地方
官的固定體例。
原文中的「寵」即劉寵。資料顯
示，劉寵是東漢（後漢）大臣，因
通曉經學被舉薦為孝廉，出任東平
陵縣令，有仁惠之政。在會稽郡
時，簡除煩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
法行為，政績卓著。
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成員表示，
「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這句話與
當前簡政放權的理念相通，就是政
府要放鬆管制，讓企業辦事，老百
姓幹事不再有那麼多的麻煩。
■新京報

外貿不設目標 遏制下滑勢頭

■內地今年會優化出口退稅率結構，確保及時足額退稅，以遏制出
口跌勢。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兩會報道）今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與往年相比，最大的一個
區別是未對外貿增長預設目標，而是強調要
多措並舉，遏制進出口下滑勢頭。在吸引外
資方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中國要始終
成為富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資熱土」的新表
述。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在推進新一輪高水平對
外開放方面較往年篇幅更長、着墨更多。去年
外貿進出口未能完成既定增長目標，今年政府
工作報告提出，多措並舉，包括優化出口退稅
率結構，確保及時足額退稅，嚴厲打擊騙取退
稅；擴大跨境電子商務試點，支持企業建設一
批出口產品「海外倉」；促進加工貿易向中西
部地區轉移、向產業鏈中高端延伸；全面推廣
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等，以遏制進出口下滑

勢頭。

引導外資投向中西部
在吸引外資方面，政府工作報告要求繼續放
寬投資准入，擴大服務業和一般製造業開放，
簡化外商投資企業設立程序，加大招商引資力
度；並強調打造新的外向型產業集群，引導外
資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區，擴大自貿試驗區試
點。同時，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積極商
簽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此外，在「一帶一路」建設方面，政府工作
報告提出，推進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經濟合
作區、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擴大國際產能合
作方面，要設立人民幣海外合作基金，用好雙
邊產能合作基金。推動裝備、技術、標準、服
務走出去，打造「中國製造」金字品牌。

脫貧與新職 目標各千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兩會報道）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在昨日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諸多涉及民
生福祉的數據、目標、規劃等集中呈現，主要包括：
要完成 1,000 萬以上農村貧困人口脫貧任務、新增就業
1,000 萬人以上、實現大病保險全覆蓋、改造住房 600
萬套、重拳治污、將節能環保培育成內地一大支柱產
業等一系列與民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內容。
李克強表示：「財政收入增長雖放緩，但該給民眾
辦的實事一件也不能少。」有人擔心今年中國經濟下
行，會導致大量工人失業。政府工作報告明確表示，
2016 年的目標是新增就業 1,000 萬人以上，失業率
4.5%以內。今年將着力擴大就業創業，實施更加積極
的就業政策，鼓勵以創業帶動就業。

大病保險實施全覆蓋
報告還提出，今年要完成 1,000 萬以上農村貧困人口
脫貧任務，其中易地搬遷脫貧200萬人以上，中央財政

扶貧資金增長43.4%。
另外，今年還將發展更高質量更加公平的教育。公
共教育投入要加大向中西部和邊遠、貧困地區傾斜力
度。對貧困家庭學生率先免除普通高中學雜費。今年
還將繼續擴大重點高校面向貧困地區農村招生規模，
落實和完善農民工隨遷子女在當地就學和升學考試政
策。
健康是幸福之基。報告指出，2016 年將協調推進醫
療、醫保、醫藥聯動改革。今年要實現大病保險全覆
蓋，政府加大投入，讓更多大病患者減輕負擔。中央財
政安排城鄉醫療救助補助資金 160 億元人民幣，增長
9.6%。
報告還提出，2016 年將重拳治理大氣霧霾和水污
染。今年化學需氧量、氨氮排放量要分別下降 2%，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別下降 3%，重點地區細顆
粒物（PM2.5）濃度繼續下降。在重點區域實行大氣污
染聯防聯控。

■2016 年內地的目標是新增就業 1,000 萬人以上
萬人以上，
，失
業率4
業率
4.5%以內
以內。
。
資料圖片

改造600萬棚戶去庫存
關於住房問題，報告提出，今年將完成棚戶區住房改造
600萬套，提高棚改貨幣化安置比例。完善支持居民住房
合理消費的稅收、信貸政策，住房剛性需求和改善性需
求，「因城施策」化解房地產庫存。建立租購並舉的住房
制度，把符合條件的外來人口逐步納入公租房供應範圍。
報告還說，發展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容納更多
的農民工就近就業創業，讓他們掙錢顧家兩不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