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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優先」首列宏觀政策
投千億培訓1500萬人次 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

總理金句
■困難不容低估，信心不可動搖，幹勁不
能鬆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
鑫嫻 兩會報道）中國政府近

■只要就業穩、收入增，我們就更有底
氣。

年來對就業的重視一直在加
碼。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

■政府部門做好服務是本分，服務不好是
失職。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
年首次將就業優先政策置於

■讓更多青年憑借一技之長實現人生價
值，讓三百六十行人才薈萃、繁星璀
璨。

宏觀政策層面，旨在強化各
方面重視就業、支持就業的
導向。今年的就業目標是，

■不能讓繁瑣證明來回折騰企業和群眾。

城鎮新增就業 1,100 萬人以

■政府要帶頭講誠信守契約，決不能「新
官不理舊賬」。

上，城鎮調查失業率 5.5%
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

■讓企業多用時間跑市場、少費功夫跑審
批。

4.5% 以 內 。 報 告 還 指 出 ，
就業優先政策全面發力，將

■讓老年人擁有幸福的晚年，後來人就有
可期的未來。

從失業保險基金結餘中拿出
1,000 億元，用於 1,500 萬人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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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職業培訓。

報告提出，當今和今後一個時期，中
國就業總量壓力不減、結構性矛盾

凸顯，必須把就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穩增長首要是為保就業。今年城鎮
新增就業要在實現預期目標的基礎上，
力爭達到近幾年的實際規模，既保障城
鎮勞動力就業，也為農村富餘勞動力轉
移就業留出空間。

重點關注農民工等群體
2018 年城鎮新增就業 1,361 萬人、調
查失業率穩定在 5%左右的較低水平。近

14 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實現比較充分
就業至關重要。報告強調，2019 年要多
管齊下穩定和擴大就業。扎實做好高校
畢業生、退役軍人、農民工等重點群體
就業工作，加強對城鎮各類就業困難人
員的就業幫扶。
報告還提到，將實施職業技能提升行
動，從失業保險基金結餘中拿出 1,000 億
元，用於 1,500 萬人次以上的職工技能提
升和轉崗轉業培訓；對招用農村貧困人
口、城鎮登記失業半年以上人員的各類
企業，三年內給予定額稅費減免等。

關於發展現代職業教育，報告指出，加
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既有利於緩解當前
就業壓力，也是解決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戰
略之舉。改革完善高職院校考試招生辦
法，鼓勵更多應屆高中畢業生和退役軍
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報考，今年大規
模擴招100萬人。擴大高職院校獎助學金
覆蓋面、提高補助標準，加快學歷證書和
職業技能等級證書互通銜接。

堅決防糾性別身份歧視
報告更是明確，要「堅決防止和糾正」

到網速更快更穩定。

手機不改號 自由更換運營商
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全國實施「攜號轉網」首
次明確在政府報告中提出。
「攜號轉網」
也被稱作號碼
可攜帶、移機不改號，即中國移動、電信、聯通的手
機號碼用戶，可以轉入其他兩家的網絡，享受服務。
據工業和信息化部消息，天津、海南、江西、湖
北、雲南五省（市）已於去年 12 月 1 日起，推出
「攜號轉網」新業務受理流程，用戶可發送短信進
行攜轉資格查詢，辦理完攜轉業務後 1 個小時內即
可正式攜轉到新的運營商。

搶 發 稿 件
昨日，第十
三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第二次會
議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開幕。這是
媒體記者拿到大
會資料後搶發稿
件。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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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疫苗監管 違法者嚴懲不貸

流量費再降20% 年內實現
「攜號轉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兩會報道）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今年中
小企業寬帶平均資費再降低15%，移動網絡流量平
均資費再降低 20%以上，在全國實行「攜號轉
網」，規範套餐設置，使降費實實在在、消費者明
明白白。對此，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表示，要
在年底之前實現所有手機用戶自由「攜號轉網」。
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均發文稱，確保「攜號轉網」
在全國範圍內盡快實行。
報告提出，持續推動網絡提速降費。開展城市千
兆寬帶入戶示範，改造提升遠程教育、遠程醫療網
絡，推動移動網絡基站擴容升級，讓用戶切實感受

■政府幹的，都應是人民盼的。

就業中的性別和身份歧視，比去年「消除
性別和身份歧視」的提法更為有力。
針對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優先就
業政策置於宏觀政策層面的問題，政府
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國務院研究室
主任黃守宏昨日解讀說，這體現了今年
不僅僅是強化已有的就業促進政策，而
是把就業的問題置於經濟發展的全局來
審視推動。經濟穩增長，首要是保就
業。支持各個產業發展的同時，要大力
支持那些就業容量大的小微企業和部分
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兩會報道）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中，回應了疫苗安全、大病醫保等多個民生
熱點。在提出 2019 年工作任務時，李克強
也指出，關於疫苗安全，必須強化全程監
管，對違法者要嚴懲不貸，對失職瀆職者要
嚴肅查辦。此外，還降低並統一大病保險起
付線，報銷比例由 50%提高到 60%，把高血
壓、糖尿病等門診用藥納入醫保報銷。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2018年工作回
顧」部分，李克強提到，加強食品藥品安全
監管，嚴厲查處長春長生公司等問題疫苗案
件。

高血壓糖尿病納醫保
報告還提到，繼續提高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和
大病保險保障水平，居民醫保人均財政補助標準
增加30元，一半用於大病保險。降低並統一大
病保險起付線，報銷比例由50%提高到60%，
進一步減輕大病患者、困難群眾醫療負擔。加強
重大疾病防治。做好常見慢性病防治，把高血
壓、糖尿病等門診用藥納入醫保報銷。
報告還關注到癌症患者用藥和患病家庭的
負擔問題。報告提出，中國受癌症困擾的家
庭以千萬計，要實施癌症防治行動，推進預
防篩查、早診早治和科研攻關，着力緩解民
生的痛點。
另據國家醫保局消息，全國跨省異地就醫
住院醫療費用直接結算工作穩步推進，截至
今年 1 月底跨省異地就醫定點醫療機構數量
突破1.5萬，累計實現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
170萬人次。

報告「接天連地
接天連地」
」網民建議九成體現
《政府工作報
告》（以下簡稱報
&
告）起草組負責
人、國務院研究室
主任黃守宏昨日在國新辦舉行的吹
風會上透露，扣除已出台的相關政
策，90%以上的網民建議都體現在
了今年的報告中。
黃守宏介紹，對報告提出意見和
建議的人群涵蓋各個職業、階層和
年齡段；在網民建言中，年齡最大
的為 93 歲。他表示，直接參與今年
報告討論修改的接近 1 萬人，包括

4,000 多位地方和部門有關負責人、
參加今年中國兩會的 2,900 多名人大
代表和 2,100 多名政協委員，還有其
他有關人士。
黃守宏將報告的起草形容為「上
接天線，下接地氣」。他稱報告匯
集多方意見和建議，特別是今年中
國政府網聯合 20 家網絡媒體平台，
第五次開展「我向總理說句話」網
民建言徵集活動，截至 3 月 4 日，共
收到 33 萬多條建言；起草組經過逐
條梳理，精選出有代表性的700多條
建言，國際網友的建言數量也在明

顯增加。

「改革」現105次 歷年之最
為理解好報告，黃守宏稱要把握
報告中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大邏
輯，例如，「改革」在今年報告中
出現了105次，可以說是歷年之最；
把握報告中改善營商環境、激發市
場主體活力的大舉措，例如報告提
到，從去年以來到目前為止，中國
平均每天新設企業 18,000 戶，其他
市場主體也在大量增加。
■中通社

■黃守宏在解讀政府工作報告有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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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幹部從文山會海、迎評迎檢、材料報
表中解脫出來，把精力用在解決實際問
題上。
■為政以公，行勝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岩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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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釋放利好
林鄭會心微笑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昨日開幕，香港特別行政區
1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澳門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專
程赴京列席會議，並在主席台就坐，同台的還
有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何厚鏵和梁振英。
開幕會結束後，林鄭未立刻離席，而是在過道
靜靜等待。未幾，董建華走了過來，兩人熱烈
握手交談，董建華還邊交談邊輕拍林鄭右肩，
關愛鼓勵之情溢於言表。
主席台黨政軍領導人雲集，共分為六排。第
一排是全國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第二排是
十九屆中央政治局成員（除栗戰書），國家副
主席王岐山也在此排就坐。習近平位於正中
央，左右兩邊分別為李克強和汪洋。習近平全
程認真聽會，有時直身聆聽，有時低頭看報
告，神情專注。
林鄭就坐於主席台右一方陣第二排，與崔世
安相鄰。林鄭身着暗紅色套裝，裝扮一絲不
苟。只見她全程認真聽報告，或低頭寫寫畫
畫，或托腮沉思，聽及釋放利好掌聲響起時，
她也會心微笑並一起鼓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和譚耀宗也在主席
台就坐。另外，主席台成員還包括多名港人熟
悉的涉港澳事務官員，其中，香港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和港澳辦原主任王光亞在同排就
坐，中間僅隔一人，會議開始前兩人側
身互動寒暄良久，不過大會一開始，
便各自回位，認真聽取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