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
十堰市太和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罗杰：

感谢每一位帮过湖北的人

5 月 22 日上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开幕会结束后，首场“部长通道”开
启，3 位部长解读政策举措、回应热点问
题，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媒体采访。

不纠结于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
梵净山松桃苗绣公司负责人
石丽平: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首场
“部长通道”
活动现场，
媒体记者通过网络视频方式采访。
降费。去年我国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减税降
费，减税降费规模达到 2.36 万亿元，今年
将继续实施。
政府带头过“紧日子”
结构怎么调？一是压本级、增地方。
今年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将负增长，而对地
方 的 转 移 支 付 将 增 长 12.8% ，增 量 资 金
9500 亿元。二是压一般、保重点。今年中
央本级非刚性、非急需的支出压减幅度超
过 50%，省出的资金用于疫情防控，支持
打好三大攻坚战，
脱贫攻坚、义务教育等方
面的重点支出只增不减。三是直达基层、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
直达民生。上级的转移支付将直达基层，
示，政府要带头过
“紧日子”
，
目的是让人民
细化到民生项目，
坐
“直通车”
。
群众过“好日子”，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政
刘昆表示，当前从总体上看，地方财
策，并不是短期的应对措施。
政运行正常、稳定。在今年的一般预算
“紧”还有没有空间？刘昆表示，有空
安排上，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增
间。在预算的科学安排上还有空间，在勤
俭节约、精打细算上还有空间，
在提质增效
加了 12.8%，这在近年来是最高的。中央
上还有空间。今年中央本级压减非急需、
财政还专门设立了特殊转移支付，用于
支持地方基层运转，保障基本民生，落实
非刚性支出超过 50%，但对工资等刚性支
出是给予保障的，机关的正常运转是有保 “六保”任务。中央财政对均衡性转移支
付、县级基本财力奖补资金增长安排了
证的。刘昆表示，
将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
10%。中央财政将全力保障地方财政的
特别是
“三公”
经费。要把该花的钱花到刀
刃上。
正常运转。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该如何更加积
极有为？刘昆表示，既做加法，也做减法。
确保碗里不缺粮食不缺肉
加法怎么加？刘昆表示，
今年受疫情影响，
财政收入将会下降，我们建议将赤字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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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中央财
政还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方面调入了近
万亿元的资金。此外，还将增加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规模 1.6 万亿元。今年的一般预
“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不会发生粮
算收入预计略高于 18 万亿元，低于去年。 食危机。”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用
今年的一般预算支出预计将达到 24.7 万
4 句话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粮食连
多亿元，高于去年。这一收一支，增加了
年丰收，库存比较充裕，口粮绝对安全，
6.76 万亿元的资金，加大了力度，做好了
饭碗端在手里。目前，两大口粮——稻谷
对冲。
和小麦自给率达到百分之百，可以供全国
减法怎么减？主要是惠企惠民，减税
人民吃一年。

本报记者 陈果静摄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

民法典是一部人民的法典
经济日报记者陈果静在“部长通道”上
提问。
寒 歌摄（中经视觉）
当然，
对于粮食生产，
任何时候都不能
放松。从目前生产调度情况看，农业生产
的形势总体还是很好的，
可以说丰收在望。
“通过努力，
一定会确保小康之年老百
姓的碗里不缺肉。”韩长赋介绍，猪肉价格
在批发市场已经连续 13 周小幅下降，比最
高点下降了 23%。
韩长赋表示：
“我们在逐月调度生猪生
产情况，从去年 10 月份开始，能繁母猪存
栏止降回升，已经连续 7 个月恢复增长；生
猪存栏也连续 3 个月增长。
”
“能繁母猪存栏和生猪存栏，这是生
猪生产的核心指标，从这两个指标看，势
头还是不错的。”韩长赋预计，照此下
去，实现今年生猪生产恢复目标，也就是
恢复到接近常年水平还是很有希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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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猪生产完全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各方面工
作不会放松。
“我们相信，
措施落实到位、坚持下去，
生猪生产供应形势一定会明显好转。另
外，
当前牛羊与家禽生产形势也很好，
通过努力，一定会确保小康之年老百
姓的碗里不缺肉。
”
韩长赋表示。

——各地干部群众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村产业结构调整，
拓展群众增收渠道，
在巩
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基础上谋划好乡村振兴。
国家电网浙江慈溪市供电有限公司援
藏帮扶职工韩建飞说：
“国家电网将进一步
与西藏那曲市比如县建立
‘一市帮一县’
对
口帮扶关系，
通过开展精准扶贫项目，
对藏
区牧民进行免费室内照明线路改造。
”
国家电网辽源供电公司扶贫办主任陈
永胜说，公司将继续坚定走项目扶持和产
业带动“造血式”扶贫道路，努力以精准服
务当好村民脱贫路上的
“光明守护者”
。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蔡
文成表示，今年要努力克服疫情影响，
坚定
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脱贫攻坚一
线，让贫困群众迈上小康之路。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强化对稳企业的
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

政策再延长至明年 3 月底。大幅拓展政府
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
”
河北
省清河县中汇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方中合
说，
这些都是真金白银的支持，
不仅能解企
业的燃眉之急，
也增强了企业的发展信心。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预计全年为企业
新增减负超过 2.5 万亿元。厦门市思明区
税务局第一税务所所长施艳说：
“ 减税降
费，
关键在落实。我将总结经验，
将一系列
利国利民利企的优惠政策落实好。
”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多措并举扩消
费，适应群众多元化需求。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康巴什区区长李冬认为，应以消费稳
定经济，
拉动市场，
稳定就业，
普惠民生。
南昌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徐兰宾说，政
府工作报告对高校做好就业服务提出了新
要求。
“我们通过搭建智慧就业平台，
实现招

将指尖技艺转为脱贫力量
近几年，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民族文化蓬勃发展，迈
上了小康之路。我于 2008 年组建了松桃苗绣团队，至今已发
展到 4000 多人。
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一朵朵鸽子花销往 67 个国家
和地区；
指尖技艺转化为脱贫力量，
助力易地扶贫搬迁实现了
搬得出，
有就业，
逐渐能致富。现在，
像松桃苗绣这样的技艺，
在贵州已带动 50 多万妇女就业。

分可以全面完成，
极少数可以基本完成。

为决战决胜作出自己的贡献
5 月 22 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全
国各地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广播等观
看收听开幕会直播，热议政府工作报告，畅
谈新目标新期盼。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确保实现脱贫攻
坚目标，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西藏林
芝市察隅县委常委、察瓦龙乡党委书记尼
玛扎西说，察瓦龙乡在 2018 年实现了脱
贫，未来要巩固好脱贫成果，让农牧民持续
增收，确保脱贫成果。
贵州织金县牛场镇党委书记肖鑫表
示，将千方百计夯实脱贫基础，全力推进农

——

对于为何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的具
体目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
峰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政府
工作报告没有提到 GDP 增速具体目标，但
客观上其内容已经融入到其他相关指标
中，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目
标中。在当前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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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经济形势，何立峰认为，
面对
严峻复杂的形势，2019 年中国 GDP 增长
6.1%，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比较牢
固，比较厚实，我们有实力也有能力应对前
进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同时，疫情也给
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今年一季度，
GDP 同比下降 6.8%，其他各项经济指标也
受累下行。一些中小微企业受到的冲击比
较大，困难也比较多。
“综合起来看，中国经济的抗压能力、
承受能力、韧劲都比较强。”何立峰表示，5
月“小长假”之后，各项先行指标特别是日
均发电量显著增长，铁路日装车数量稳步
增长，有些产业特别是一些重要企业的生
产经营快速恢复，增长幅度甚至超过两位
数。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有实力、也有能
力克服当前的困难。
“这次疫情突如其来，
对中国经济的冲
击虽然很大，
但其是短期的、暂时的。”
何立
峰说，从中国经济基本面来看，向好的趋势
没有改变。第一产业继续向好，春耕夏种
进度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一些；第二产业
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势头比较好，传
统产业恢复势头也比较好；第三产业中的
一些消费行业受影响比较大，但是正在有
力有序恢复。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经
济向好的基本面是可以保持的。我们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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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
完成的问题，
何立峰介绍，有一些指标已经
提前实现，
包括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等，大部
分指标正在按照时序进度推进。到年底，
通过努力，
有一部分可以超额完成，有一部

本报记者 吴佳佳

这次湖北是抗疫决胜之地。新
冠肺炎治疗难度大，特别是患有基
础病的老年患者救治难度更大。我
们全心全意救护每一个生命，让湖
北 3600 多例 80 岁以上及 7 例百岁
老年患者均得到高质量救治。
在救治过程中，
“90 后”让人刮
目相看。我们医院呼吸内科的 7 名
“90 后 ”男护士，护理技术非常娴
熟，在隔离病房每次连续工作 7 个
小时以上毫无怨言。他们用行动证
明，
他们是有担当的一代，
是国家的
未来和希望。
人心齐，泰山移。我们不会忘
记
“封城”
的日子里各地寄来的防疫
物资，更不会忘记大家提供的各种
帮助，
谢谢每一位帮过湖北的人！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开启

中国经济有实力克服当前困难

5 月 22 日 8 时许，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首场
“代表通道”
采访
活动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
行。6 位代表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
受媒体采访，
传递民情民意，
畅谈履
职心声。

求真务实 履职担当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开启，3 位部长回应各方关切——

聘过程全程
‘线上化’
，
将摸清底数、精准施
策，
多措并举做好今年毕业生就业工作。
”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
理系教授吴晓林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
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引导各方
面集中精力抓好
“六稳”
“六保”
，
政策有力、
针对性强，
有利于稳定和扩大就业，
也有利
于保障民生。
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海关综合业务科副
科长王颖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快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这意味着海南自贸港建
设将迎来更多机遇，同时也应承担更多
扩大开放试点的重任。他们将迎着冲锋号
角，
为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文/本报记者 代 玲 郁进东 李己
平 李琛奇 陈发明 薛志伟 赖永峰 刘
兴 陈 力 吴秉泽 潘世鹏 商 瑞)

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凝聚了几代人的
心血，历经了几十年的努力。我所在事务所承担的 90%以上
案件均是民商事案件。
近年来，高空抛物事件时有发生。民法典（草案）提出，对
于高空抛物，
有关机关要及时查清责任人，
物业公司也要采取
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有关机关介入调查以后，
往往能够找出
肇事者。
民法典（草案）还规范了其他社会热点难点问题，
特别
是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一些新情况，
均及时作出调整。
所谓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
民法典就是一部人民的法典。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社区党委副
书记朱国萍：

社区“小社会”做好了“大社会”就稳定了
想得到居民认可，社区工作者必须时刻倾听群众心声。
为此，我拆掉居委会办公室的门，公开了手机号码，要求自己
和班子人员每人每月走 50 户人家，
第一时间了解居民问题。
虹桥街道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基层立法联系
点，
参与了反家庭暴力法、国旗法、国歌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35 部法律修订，提出了 610 条意见。今年，我建议修订城市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也希望越来越多年轻人到社区一展才华。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管
理处职工王润梅：

美好生活靠双手创造
在很多人眼里，
我的工作又脏又累。但不管是什么工作，
总得有人干，
干好了都会得到尊重和认可——在这个岗位上，
我一干就是 27 年。
我们组共 12 人，负责太原市 1 万多座下水井的清掏养护
任务。美好生活是靠双手创造出来的，
只要我们都好好干，
每
个人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国家
也会越来越好。

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女
排国家队队长朱婷：
排国家队队长朱婷：

女排精神就是民族精神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
搏、永不言败，
这是我们的女排精
神，也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
在体育场上展现这种精神，各行
各业的工作者在自身工作中践行
这种精神。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
一直封闭训练，
东京奥运会延期，
也带来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们
知道，
要做好本职工作，
与抗疫英
雄们在不同战线上共同努力。
过往比赛的经验告诉我们，
最困难之时，
恰恰是我们最团结、
最顽强、最忘我之时。接下来，
希
望我们同心协力，
一起加油，
一起
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