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14 代号1-68

WWW.CE.CN

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星期六
2019年8月

农历己亥年七月十七

第13179期 （总13752期） 今日8版

日17

2018 年 12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我国建
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
社会保障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住房保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
障能力持续增强，为促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
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惠及2亿住房困难群众

王慧玲和丈夫已经在河北邯郸市紫薇苑小区的
廉租房里住了近9年。在这之前他们一直租住在一
间不足30平方米的平房里，晴天扬灰、雨天漏雨，居
住条件十分艰苦。2011年在邯郸市首批保障性住房
申请中，王慧玲顺利通过了审核，就此搭上了保障性
住房的“幸福快车”。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 1949 年的 8.3 平方米提高到
2018年的39平方米。

1994 年至 2007 年，我国共建设廉租住房、经
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 1000 多万套。自 2008
年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来，到 2018 年
底，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合计开工约 7000 万
套，其中公租房（含廉租住房）1612 万套、经济适用
住房 573 万套、限价商品住房 282 万套、棚改安置
住房 4522 万套，还有近 2200 万困难群众领取了公
租房租赁补贴，累计帮助约 2 亿困难群众改善了住
房条件。

“住房保障在世界各国都是政府面临的重要民
生问题，同时也是政策难点。在这方面，我国政府的
态度始终是积极的，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的承
受能力，尽最大的努力，通过持续性投入，最大限度
地为群众提供住房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
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租房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
为社会的安全网、稳定器。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底，3700 多万困难群众住进公租房，还有累计近
2200 万困难群众领取了公租房租赁补贴。城镇低
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中等偏
下收入家庭住房条件得到有效改善，新就业无房职
工、城镇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住房困难得到有效

缓解，发挥了公租房“兜底”保障的作用，有力维护了
社会和谐稳定。

部分城镇中低收入家庭通过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等配售型保障房改善了居住条件。截至2018年底，
通过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等配售型保障房，5000多万
买不起商品住房、又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城镇中低收
入群众有了合适住房，实现了稳定居住。

棚户区改造有效改善了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
发挥了一举多得的作用。截至2018年底，上亿居民

“出棚进楼”。

住房保障体系日益完善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百
年来，住有所居一直是人们的理想和追求。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处于计划经
济体制时期，实行城镇住房实物分配、低租金使用的
福利性住房制度。受经济发展水平、财力等多方面

因素影响，住房供应不能满足需求，短缺问题突出。
在回顾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历史时，1998年作为

一个标志性时间节点镌刻在人们记忆中。
按照中央的决定，从1998年开始对城镇住房制

度进行全面改革，停止住房实物分配，推进住房商品
化、社会化；对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廉租住
房，对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经济适用住房。
随后几年，经济适用住房投资、施工面积和供应套数
大幅提高。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2008 年开始大
规模推进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包括廉租房、公
租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和棚改安置住
房。2011年提出“十二五”期间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3600万套。

2013年起，国务院连续3年印发关于棚改的专
门文件。按照2015—2017年实施棚改三年计划，改
造各类棚户区住房1800万套。

（下转第二版）

努力实现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我国住房保障取得历史性成就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君壁

本报讯 记者郑明桥 柳洁、通讯员朱彦
报道：“资源税改革后，税率下降3%。税收红利
的‘减法’，换来了企业转型的‘加法’。”谈起减
税降费政策，宜昌兴发集团董事长李国璋频频
点赞。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年来，企业减税
2700万元。公司把这些节约下来的资金，用于
更新技术设备，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链，每年增收
1亿元，其新材料产业园还获评全国循环经济
产业示范园。

税收杠杆的“降”，撬动的是绿色发展的势
能。今年1月份至5月份，宜昌市134户转型升
级化工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22.4亿元，同比增
长9.1%。目前，宜昌市税务部门正着力优化减
税降费服务举措，从营改增、政策性搬迁、资源
综合利用、节能环保、高新技术企业等方面，全
面梳理对宜昌沿江化工企业转型发展有利的税
收优惠政策。他们编印了《关于支持宜昌长江
沿线化工行业转型升级发展的税收路径指引》

《宜昌减税降费一本通》等，发放全市化工企业，
确保企业尽享税收红利。

宜昌是湖北通过减税降费激活发展新动能
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税务局党委书记胡立升表
示，减税降费、“绿色税制”等一揽子税收新政，
支持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绿色
转型，推动了新旧动能转换。

东风乘用车公司预计今年可以收到2.8亿
元的减税降费“大礼包”。东风乘用车公司财务
部部长陈兴说，企业用于新能源汽车等方面的
研发投入，将提高到销售收入的20%左右：“有
了减税降费的红利，我们就有更多的信心和外
资品牌竞争。”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测算，今年
可减轻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约3亿元，目前企
业正在全国各地加紧建设现代医药物流中心，
运用信息技术加快推进转型升级，全年销售收
入有望突破千亿元大关。九州通医药集团财务
总部副部长徐国玲告诉记者，如今集团职工每
年少缴个税3500万元，员工获得感明显增强：“我们有近3万员工，
个税改革后有三成员工不用缴税了。”

7月初，湖北省税务局发布的全省2018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统计数据显示，在鄂企业所得税减税额增长七成，投入研发费用则
同比增加90%，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2018年全省共有9498户
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加计扣除金额336.52亿元，减免
企业所得税84.13亿元，和上年相比优惠金额增长九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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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应对各种压力和
挑战的斗争中，积累了许多极为宝贵的经
验。其中重要一条就是，粮食安全是国家安
全的重要基础，只要始终把中国人饭碗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能赢得主动。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的，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中国的
事就稳得住。

当前，我们面临一些新的机遇和考验。
一方面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方面国际
贸易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在这一背景下，我
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
是扎实做好粮食安全保障，确保经济社会安
全运行的“基本盘”不出问题。只要我们始终
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筑牢

“基本面”，夯实“大后方”，中国这艘大船在迎
风破浪中就有了“压舱石”。

中国粮食，中国饭碗。牢记这点，对我们
有效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至关重要。

粮食安全意识只能加强不能放松

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我们的成绩有目共睹。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

问题就是如何“吃饱饭”。这个“吃饱饭”问
题，曾经被一些人称为“世纪难题”。但是，
令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新中国不仅用不到世
界 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 20%人口，而且
城乡居民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品质越来越
优良。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很清晰地告诉我
们。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只有
2000多亿斤，到201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

到13158亿斤，人均粮食产量472公斤，守住
了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粮食生产是在基数较高的情况下连续保
持高产稳产，更加来之不易。这一成绩，既向
世界宣示了70年来中国农业的辉煌成就，也
增强了我们把牢中国饭碗的能力与信心。

但是，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成绩永远只能
说明过去。粮食连续多年增产，并不意味着
我们已彻底解决粮食问题，恰恰是粮食安全
保障成绩越大，越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有歇
一口气、松一把劲的想法。在这方面，我们有
过深刻教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牢
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
了伤疤忘了疼。”因此，从这一角度看，粮食安
全问题，首先是粮食安全意识不能有问题，不
能麻痹松懈。

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要牢
记几个重要维度。从历史上看，什么时候粮
食安全意识出了问题，什么时候粮食生产就
会出问题。有一个时期我国粮食产量在连续
丰收之后，我们对粮食安全保障的认识出现

摇摆，导致粮食产量随之波动下滑。经过多
年努力才恢复历史高位，说明粮食安全极为
复杂，大落很容易，涨上来很难，所以认识上
不能“卡壳”“掉链子”，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言
过关。

从政策上看，粮食安全的弦绷得越紧，政
策导向越鲜明、政策力度越大。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共发布21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
文件，一号文件不仅含金量高，更重要的是鲜
明而强烈的政策导向，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始
终坚持强农惠农政策不动摇。从取消农业
税，到种粮补贴、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玉米
大豆目标收购价等，一系列综合支持扶持政
策，极大地鼓舞、保护了地方和农民种粮积极
性。所以，总结我国粮食生产的一条宝贵经
验，就是“政策好”。

从发挥作用来看，粮食生产搞好了，粮食
安全有了保障，不仅促进社会和谐安定，也为
经济发展渡难关、闯险关带来支撑保障。这
些年，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全球经济贸易摩
擦频发，不确定因素增加，到国内供给侧结构

性调整，多重压力碰头，我国经济社会转向高
质量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在国内经济爬坡过
坎的局势下，我国粮食生产始终保持良好态
势，没有起伏动摇、没有剧烈波动，为经济社
会转型发展、战胜各种考验提供了信心、底气
和韧劲，发挥了“定盘星”作用。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粮食安全问题上
必须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保持清醒头脑，尤其
在当前国际严峻形势下，粮食安全意识只能
加强不能放松。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

中国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在粮食安全
道路上，70 年来我们历经艰苦探索，有过坎
坷曲折，有过起伏跌宕，但始终坚持奋发图
强，励精图治，我们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的粮食安全道路。

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中国特色在哪里？在
于国情农情粮情，这是粮食安全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人口众多，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是粮食

安全的基本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我们确立了
粮食安全的战略基点，就是“立足国内基本解
决我国人民吃饭问题”；我们确立了粮食安全
的战略底线，就是“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谷
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我们确立了粮食
安全的战略要求，就是“坚持数量质量并重”。

把握这几点尤为重要。因为，世界上一
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吃饭问题上不可能依
靠进口“买买买”；保粮食安全，不能胡子眉毛
一把抓，必须有取有舍，保重点；保粮食供应，
既要有数量安全，更要注重质量安全。这是
细节，也是大局。正是基于这种对农情粮情
的精准把控和对世情国情的全面把握，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我为
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
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按照这一战略，我们明确了主攻方向、发
展重点和前进路径，取得了粮食连年丰收、主
要农产品有保障的良好态势，为应对各种风
险和挑战赢得了主动。向改革要活力，是我
们确保粮食安全战略实现的根本手段，也是
多年来我国粮食生产持续向好的重要经验和
做法。回首走过的路，围绕促进粮食生产和
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我们的根本办法就是
以改革促发展。

以土地为核心的经营体制改革。从
1984 年至1998 年实行第一轮土地家庭承包
经营，十九大提出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到2016年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让广袤土地焕发
出勃勃生机。

（下转第七版）

□ 金里伦

始终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做好保障粮食安全的事

“主动做好自己的事”系列专论⑧

本报北京8月16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商务
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 月份至 7 月份我
国企业签订服务外包合同额 7225.8 亿元，执行额
4622.6亿元，分别增长7.4%和13.9%。其中，承接离
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4447.4 亿元，执行额 2789.8 亿
元，分别增长18.6%和12.5%，实现了稳中有进的发
展势头。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表示，从结构看，检验检测
服务、互联网营销推广服务、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

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等生产性服务外包快速增长，
前7个月其离岸执行额分别为39.9亿元、12.6亿元、
18 亿 元 和 33.7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122.8% 、78.1% 、
55.8%和49%。

从国际市场看，前 7 个月，我承接美国、中国香
港、欧盟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1549.4 亿元，占离岸
执行总额的 55.5%，同比增长 15.1%；承接“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执行额507.3亿元，同比增长
9.3%。

从区域看，前 7 个月，北京、上海等 31 个示范
城市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2425.3 亿元，同比
增长 8.6%，占全国比重达到 86.9%；烟台、佛山、东
莞等 11 个二三线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申请城市承
接 离 岸 服 务 外 包 执 行 额 214.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4.2%。

从就业看，前 7 个月新增服务外包从业人员 28
万，累计吸纳从业人员 1097 万，其中大学以上学历
708万，占64.6%。

前7月全国企业签订服务外包合同额7225.8亿元
服务外包累计吸纳从业人员1097万

本报讯 1999 年至 2018 年，资产总额由 330 亿元增长到超
过 4900 亿元，年均增长超过 15%；营业收入由 152 亿元增长到
3185 亿元，年均增幅超过 17%；研制的蛟龙号深海载人作业潜水
器成功下潜 7062 米，创造了世界同类载人作业潜水器最大下潜
纪录；研制的三峡升船机提升高度 113 米、提升重量 15500 吨，创
世界之最……这是中船重工改革创新发展的成绩单。

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征程中，中船重工重整行装再出发，着力建设
船舶行业以军为本、军民融合、技术领先、产融一体的创新型全球领
军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详细报道见第五版）

中船重工：向深海远海进发

国新办发表白皮书——

《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 6、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