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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兩會報道）就業

是最大的民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8日舉行的

總理記者會上表示，中國有9億勞動力，沒有就

業那就只是9億張吃飯的口，有了就業就是9億

雙可以創造巨大財富的手。今明兩年將有3,500

萬人次通過失業保險結存來進行崗位培訓。他並

強調，政策資金要直達地方、直達基層、直達民

生。

就業是最大民生 資金要直達基層
總理記者會上強調政策能用盡用 穩住現有崗位創更多新崗位

有把握完成今年脫貧攻堅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兩會報道）針
對今年脫貧攻堅任務能否如期完成的問題，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8日舉行的總理記者會上表
示，今年有把握完成脫貧攻堅任務。他說，按
原來的目標任務，中國還有500多萬貧困人
口，但這次疫情讓很多人返貧，扶貧任務更重
了，要採取措施，把脫貧用底線來兜住。

擴大低保和失業保障範圍
李克強指出，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

家，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下同），但有
6億人每人月收入僅為1,000元。「1,000元在一
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
疫情過後民生為要。」他說，「怎麼樣保障那些
困難群眾和受疫情影響新的困難群眾的基本民
生，應該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我們採取的紓困
政策有相當一部分就是用於保障基本民生的。」

李克強表示，今年要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
務，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向全社
會作出的莊嚴承諾。在應對疫情衝擊過程中，
要特別認真細緻地考慮把各方面困難人群保障
起來，擴大低保和失業保障的範圍。現在低
保、失業保障、特困救助等人員大概一年6,000
萬人左右，預計今年人數會增加較多，但保障
和救助資金是足夠的，有能力把他們保障住。
一定要把賬算細，把錢用到刀刃上，使民生得
到切實保障。同時，今年基本養老金的標準要
提高，目前的全國社保基金儲備也能夠保證養
老金發放。
李克強強調，要讓社會各方面感受到希望，
把各項保障落實到位，有力支撐民心安定，推
動經濟發展。他說，「這方面的工作不是一件
事，而是多件事，我們都做好、做到位，相信
中國人民的生活會更好。」

李克強表示，今年中國確定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
上，比去年低，實現這個目標要有一定的經濟增長作

支撐。今年把城鎮調查失業率定為6%左右，4月份城鎮調查
失業率已經是6%了，所以這樣做也是實事求是。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對於一個家庭來說這是天大的事
情。」李克強談到自己看到的網友留言中，約有三分之一談
的都是就業。他注意到，有一位農民工50多歲了，在外打
工30多年，每年如此，但今年還沒有找到工作，全家陷入
困境。還有一些個體工商戶，已經歇業幾個月了。一些外貿
企業沒有訂單，影響員工就業。他說，「對他們的困難，我
們要給予救助，但是從根本上說，還是要幫助他們就業。」

今明兩年職能培訓3500萬人次
李克強表示，為了穩住現有的就業崗位，可以說政策是能
用盡用，投入的錢也是最多的。規模性政策資金，允許基層
用於減稅降費、為企業減房租、貼利息。採取的措施就是要
把企業穩下來，崗位保得住，但要公平合理。還要採取資助
企業以訓穩崗的政策，今明兩年將有3,500萬人次通過失業
保險結存來進行崗位培訓，給他們緩衝的機會。即使失業
了，也要短期內有再就業的機會。
李克強提出，要創造更多新的就業崗位。現在新業態蓬勃
發展，大概有1億人就業，零工經濟也有2億人就業。不僅
要採取更多扶持政策，而且要採取措施打破那些不合理的條
條框框，讓更多新就業崗位成長起來。他說，「去年我們平
均每天淨增企業超過1萬戶，今年也要按這個方向去努
力。」
「人民群眾有無窮創造力。」李克強注意到，西部有個城
市，按照當地的規範，設置了3.6萬個流動商販的攤位，結
果一夜之間有10萬人就業。他感慨，中國人民是勤勞的，
中國的市場也是在不斷開拓和升級的。

為大學畢業生持續提供就業服務
李克強還強調，對重點人群就業有重點扶持的政策，像今
年大學畢業生創新高，達到874萬人，要讓他們成為不斷線
的風箏，今明兩年都要持續提供就業服務。對農民工，不論
是在常住地還是返鄉，都要給他們創造就業的服務平台。對
退役軍人，要切實把安置政策落實好。
針對如何確保經濟政策和救助資金真正惠及企業和百姓的
問題，李克強表示，在落實規模性政策上要激發主體活力，
注重穩就業、保民生。現在中國經濟結構發生很大變化，消
費在經濟增長中起主要拉動作用。這次所採取的規模性政
策，70%左右的資金比較直接地去支撐居民收入，因為這樣
做就可以促進消費、帶動市場。「我們強調政策資金要直達
地方、直達基層、直達民生。」他說，這些錢要全部落到企
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落到社保、低保、失業、養老和特困
人員身上，要建立實名制，決不允許做假賬，也決不允許偷
樑換柱。中央政府這次是帶頭過緊日子，中央部門的非急需
非剛性支出壓縮了一半以上，調出資金用於基層企業和民
生。各級政府都要過緊日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兩會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記者會上再次強調，大陸對
台的大政方針是一貫的，也是
世人共知的，即堅持一個中國
原則，堅持「九二共識」，反
對「台獨」。同時他表示，疫
情發生以來，未有台灣同胞在
大陸因感染新冠而失去生命。
「我們祈福兩岸同胞都平安健
康。」
有台灣媒體表示，今年兩會

因疫情因素延到5月才舉行，
而這個時間點剛好跟「5．
20」非常接近。在「5．20」
之後，在民進黨繼續執政的情
況下，未來大陸對台政策的總
體考量是什麼？未來將如何繼
續推進兩岸關係發展？對此，
李克強回應稱，「我在政府工
作報告中已經說了，我們對台
的大政方針是一貫的，也是世
人共知的。」他指，一個中國
原則、「九二共識」都要堅
持，同時要堅決反對「台
獨」。在這個政治基礎上，我
們願意和台灣各政黨、團體和
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對
話協商，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我們願意
盡最大誠意和最大努力。
他同時強調，台灣問題是中

國的內政，我們從來都反對外
來干涉。中華民族有智慧、有
能力解決好自己的事。
「我們視台灣同胞為手足，

血濃於水，始終高度重視台灣
同胞的福祉。」他說，「就像
這次疫情發生後，大家共同努
力，沒有台灣同胞在大陸因感
染新冠肺炎失去生命。我們祈
福兩岸同胞都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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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記者會」距離無礙互動
受疫情防控影響，總理記者

會 首 次 以 網 絡 視 頻 的 方 式 進
行，李克強總理在人民大會堂
面對三塊大屏幕，與六、七公里
外梅地亞新聞中心發布廳裏的
中外記者，遠距離互動答問。
李克強健步進場，邊走邊揮手

致意，不過在記者所在的發布
廳，隔着屏幕看總理的記者們
反應有些慢，一時忘了掌聲回
應，此起彼伏的快門聲亦未響
起。李克強落座便笑言「距離
不妨礙溝通」。

這場看得見摸不着的記者會，

記者很快就發現與李克強互動的
小竅門。一位獲得提問機會的美
國記者說，他面向李克強提問
時，看到李克強專門側身轉向並
與他對視，其間頻頻點頭或低頭
記錄，答問時亦幾次專門與他眼
神交流，「雲交流」感覺不錯。

不過，記者們也有小遺憾，過
去最後一個提問後，現場記者往
往找機會「喊話」給李克強總理
「加試一兩題」，不過這次只能
安靜地看着李克強從屏幕上消
失，有些意猶未盡。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李克強表示，為了穩住現有的就業崗位，可以說政策是能用盡用。除此以外，還要創造更多新的
就業崗位。圖為昨日，求職者在山東濟南人才市場參加現場招聘活動。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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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高票通過港區國安法立法
決定，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向國會提交
報告，聲稱香港不再維持高度自治，
美方不再保證香港獲得特殊待遇。中
央對國家安全負有最大和最終責任，
港區國安法立法是中央的權力和責
任，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立法並不
影響香港高度自治。蓬佩奧對港區國
安立法污名化、妖魔化，威脅制裁香
港，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暴露
美國「打香港牌」、把香港當成遏華
棋子的險惡用心。奉勸美國看清事實
和形勢，不要做得不償失的蠢事。香
港有中央強而有力支持，積極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把握國家發展機遇，根
本無懼任何風浪。

根據基本法第 18條的規定，全國人
大常委會決定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
國性法律，是有關國防、外交等不屬
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國家安全當
然非香港自治範疇，港區國安法立
法，也不屬於香港自治事務。全國人
大及其常委會，完全有權力、有責
任，制定與香港有關的維護國家安全
法律，而且立法針對的是極少數嚴重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根本不
影響香港高度自治、不影響投資者在
港合法權益。全國人大高票通過港區
國安法立法決定，本港逾185萬人聯署
撐國安法，正好說明國安法擁有廣泛
民意基礎。

蓬佩奧誣衊港區國安法損害香港高

度自治，還以美國 1992 年制定的《美
國香港政策法》長臂管轄香港，根本
是對香港事務、中國內政的粗暴干
涉。美方大言不慚聲稱，「數十年來
把香港作為自由堡壘」，這充分暴露
美國利用香港作為橋頭堡，對內地進
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把
香港當成遏華棋子，更反證中央出手
制定港區國安法堵塞香港維護國安漏
洞的必要與迫切。

必須指出的是，美國若制裁香港，
損害的恐首先是美國自己的利益。現
在有1,400多家美國公司在港營運，約
8.5萬名美國公民在港居住，美國通過
與港貿易獲得全球最大額的貿易順
差，有關貨物貿易順差過去10年累計
2,970億美元。在2018年，香港是美國
第3大葡萄酒出口市場、第4大牛肉和
牛肉產品市場、第7大農業產品市場。
美國如果制裁香港，「未傷香港皮
毛，先傷自己筋骨」，可能嚴重影響
特朗普的選情。美國聰明的話，就根
本不應做這種得不償失的事情。

香港回歸後保持自由港地位，實施
資本主義制度和原有法律制度，皆由
國家通過基本法確立，國家始終是香
港穩定發展的最大支撐和保障。面對
美國威嚇，香港各界要團結一心，堅
決反對美國制裁，堅定支持港區國安
法完成立法，以實際行動讓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為保持繁榮穩定注入
強大動力。

奉勸美國勿做得不償失的蠢事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昨日高票通過決定，授

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港區國安法。決定充分表明
中國在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維護國家安全問
題上的嚴正立場和堅定意志，充分體現包括750萬
港人在內14億全國人民維護國家安全的共同信念
和堅強決心。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都希望，
在港區國安法制訂過程中，香港法律界、社會各界
能夠積極配合，一方面澄清誤解、曲解，凝聚支持
民意，營造有利立法的良好社會環境；另一方面，
主動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讓港區國安法在確
保維護國家安全的基礎上保障港人權利自由，更切
合港情民意，切實可行。

港區國安法決定草案，獲得全國人大會議 2878
票贊成、1票反對、6票棄權，以超過99.7%的支持
率高票通過，現場在表決後響起超過 20 秒的掌
聲。這一表決結果顯示，全國人大通過制訂港區國
安法的立法決定，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制的
重大舉措，符合憲法及香港基本法，符合國家和香
港的根本利益，獲得包括港人在內全國人民的高度
支持。

接下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將開展擬訂港區國安
法具體條文的工作。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內
地法制不同，香港實行的是普通法制度，在法例定
義、要求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點。香港不少政黨
和社會人士在支持全國人大有關的決定的同時，
也希望港區國安法符合香港普通法的制度，切實
保障到港人依法享有的權利、自由，從而達成香
港能夠恢復繁榮安定、港人可平安自由地生活的
立法初心。

事實上，中央一再強調，從國家層面進行港區國
安法立法，針對的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和活動，維護的是絕大多數港人的生命財產安

全、基本權利、自由和切身利益，絕對不會損害港
人的權利和自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昨
日也表示，有關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工作和執
法行動，都將嚴格依法行事，嚴格遵守法定的職
權，嚴格遵循法定的程序。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
完成後，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
會改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不會改變。港澳辦
將依照全國人大的決定，全力配合全國人大常委會
展開有關立法工作。香港中聯辦發言人亦強調，香
港中聯辦堅決擁護全國人大決定，會積極反映港人
心聲，期盼有關立法盡快完成。

因此可以預見，港區國安法的草擬一定會顧及香
港法治的獨特性，顧及「兩制」差異，立法過程
中，中央會充分諮詢香港法律方面的專家學者、業
界人士，例如基本法委員會的港區委員、律政司、
法律界組織和人士，也會聽取熟悉香港民情民意的
各行各業代表的意見，充分吸納各方的真知灼見。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表示，全國人大在網上
設有公開平台，法律草案會通過該平台向包括港澳
台人士在內的社會各界徵求意見，港人可藉該平台
表達對港區國安法草案的看法，可就香港法律習
慣、社會憂慮等充分反映意見，協助港區國安法草
擬。香港各界可以利用公開平台等各種途徑，為立
好港區國安法積極建言獻策，令法律條文對罪行的
界定更明確，執行起來更有效，真正發揮阻嚇、遏
止、懲治極少數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維護國家安全天經地義，人人有責，香港各界
集思廣益，盡最大努力貢獻智慧和經驗，一定會
令港區國安法立法過程充分兼顧維護國家安全、
保障港人正當合法權利和自由，切實釋除各種對
立法的不必要誤解和憂慮，讓香港國安立法盡快
順利完成。

集思廣益貢獻智慧 訂立好港區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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