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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专题听取一年来脱贫攻坚
情况汇报，要求扎实做好今年脱
贫重点工作；听取H7N9疫情防
控情况汇报，切实保障群众健康
安全；部署放宽社会领域投资管
理，更好激活力补短板惠民生；要
求进一步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
度，降低创业创新成本促进产业
升级。

会议指出，今年我国H7N9
疫情与往年相比来得较早，病例

数增加。各地区和有关部门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有效开展联
防联控。下一步，一要公开透明
及时发布疫情权威信息，防止引
起恐慌，指导家禽从业人员和公
众做好防护。二要做好病例救
治，最大限度减少重症和死亡病
例。充实救治力量，保证药物供
应，将相关治疗费用纳入医保。
三要强化疫情监测预警，加强活
禽调运和养殖场监管，严格执行
活禽市场休市、消毒、检疫等制
度，发现病例或检出病源的地市

县要尽快关闭活禽市场，按规定
采取扑杀等措施。严厉查处违规
运输、经营、屠宰等行为。四要推
行“规模养殖、集中屠宰、冷链运
输、冰鲜上市”新模式，促进家禽
产业升级。

会议认为，按照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要求，扩
大社会领域对民间投资开放，有
利于补短板、扩就业、增强群众获
得感。会议确定，一是进一步放
宽准入，制定引导社会力量通过
多种方式建设运营医疗、养老、教

育、文化、体育设施的方案，对社
会需求大、群众呼声高的领域要
尽快有突破。对社会领域民办服
务机构实行并联审批，不得互为
前置。二是鼓励设立社会资本为
主、市场化运作的投资基金，扩大
股权、债券等投融资渠道，支持开
展知识产权、收益权等质押融
资。三是加大土地、税费等扶
持。旧厂房、仓库改造为文化、健
身场所的，可在五年内享受按原
用途和类型使用土地的政策。闲
置校园校舍优先用于社会领域。

落实社会领域民办服务机构水电
气热收费和税收优惠政策。四是
强化市场监管，出台促进医疗、养
老、旅游等融合发展措施。

会议指出，近年来有关部门和
企业持续推出网络提速降费举措，
对推动经济升级、促进创业就业、
拉动消费、便利和丰富群众生活，
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要求有关
方面进一步顺应社会期盼，继续深
挖潜力，抓紧再出台一批提速降费
新措施，加大电信基础设施投入，
提高网络服务能力和质量。

住房租赁市场是住房供
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
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的重要
渠道。今年规范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将有何举措？

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
是首要之举。陆克华说，通过
立法，明确租赁当事人的权利
义务，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建立稳定租期和租金等方
面的制度，逐步使租房居民在

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买房居
民享有同等待遇。

此外，要多渠道增加租赁
住房有效供应，大力发展公租
房，推动公租房货币化，建立
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加快建
设住房租赁市场信用体系，加
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
度。

陆克华说，要落实金融、
土地、财税等方面的支持政

策，培育规模化、机构化的专
业住房租赁企业，鼓励房地产
开发企业开展住房租赁业务，
规范发展住房租赁中介服务，
支持个人出租住房。

据相关统计和调查，目前
我国大概有1.6亿人在城镇租
房居住，占城镇常住人口的
21%。其中以新就业的大学
生和外来务工人员为主要群
体。 据新华社

住建部：
要适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未来房价走势如何？房地产长效机制建立有无时间表？房地产税推进工作进展怎样？三
四线去库存有哪些部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怎么做？对于各方关注的房地产领域热点问题，住
建部部长陈政高和副部长陆克华在23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回应。

预计今年一季度房地产价格继续趋稳

去年一些热点城市的房
价上升较快，今年这些城市的
房价走势如何？如何评判全
国房价发展趋势？面对各方
疑惑，陈政高逐条回应。

陈政高说，热点城市所在
的省政府、热点城市政府积极
努力采取各种措施，认真承担
了调控的主体责任。这些措

施包括限购、限贷、增加土地
和房屋供应面积，整顿规范房
地产市场，打击违规违法，同
时正确引导舆论。“经过共同
努力，热点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预期有所转变，房价过快上涨
势头得到遏制，调控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

陈政高说，不论从环比

看，还是从同比看，预计今年
一季度房地产价格会继续趋
于稳定。

“尽管2017年房地产市
场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面临
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我认为
有利条件更多，我们有能力、
有办法来保持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陈政高说。

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
效机制的建立与实现全体人
民住有所居目标息息相关。

“现在具备了建立房地产
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条
件。”陈政高说。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不仅确定了房子的定
位，同时提出了建立基础性制
度和长效机制的目标、标准、
途径。这为制定基础性制度

和长效机制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房
地产市场方面形成了一些法
律法规和体制机制，积累了实
践经验，也为制定基础性制度
和长效机制提供了条件。

陈政高说，建立房地产的
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意义
重大，有利于解决房地产现存

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解决一
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有利
于抑制房地产泡沫，防止出现
大起大落，实现房地产长期稳
定健康发展。

关于房地产税推进工作
进展，陆克华说，要加快房地
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有关部门正在按照中央要求
开展工作。

综合施策为三四线城市去库存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的要求，要继续抓好三四
线城市去库存，解决三四线城
市库存过多的问题。”陈政高
说。为此，将采取以下措施：

——结合城镇化推进去
库存，是一个重要途径、根本
途径。要提出新的办法，继续
鼓励、引导农民工和农民进城
安居。据调查，去年有的城市
农民工和农民买房占整个买

房量的50%，有的县城达到
70%。

——增强对农业转移人
口的吸引力。提高城市的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特别是三四
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
高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医疗、
教育，增强三四线城市和大城
市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水平，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继续推进三四线城

市的棚改货币化安置，继续提
高比例，减少重复建设，加快
进度。

——推进跨界地产发展
去库存，利用存量房做“双
创”，发展健康、旅游、养老、教
育等产业。

——推进住房租赁市场
发展去库存，把现在的存量房
通过企业持有、开发商持有，
改成租赁房。

加快立法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

有效开展H7N9疫情联防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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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答记者问

希望美方为南海形势
贡献正能量

据新华社电 在国防部
23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就
海军远海训练、南海形势等问
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近日，海军南海舰队远海
训练编队在东印度洋组织反
恐反劫持演练。任国强说，演
练背景是民用运输船在东印
度洋海域遭到海盗的袭击劫
持，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展开反
劫持护航行动。

“南海舰队组织这次反恐
反劫持演练，有利于提高部队
执行国际护航、反海盗等任务
的能力。”任国强说。

在回答有关美国“卡尔·
文森”号航母编队在南海活动
的有关问题时，任国强说，我
们对其在南海的情况是掌握

的。希望美方切实尊重地区
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关切，切实
尊重地区国家为了维护南海
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中方
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
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

“目前，南海形势总体是
和平稳定的，希望美方的行动
能够为这一良好局面贡献正
能量，而不是相反。”任国强
说。

任国强表示，健康稳定的
中美两军关系，符合中美两国
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
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
平稳定，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加
以维护。希望美方与中方相
向而行，加强沟通，避免误判，
推动两军关系在正确的轨道
上向前发展。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总裁王银成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3日公布了 2017年版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药品目录。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是医疗、
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的基本
政策标准和重要保障措施。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以来，
国家分别于 2000 年、2004
年、2009年调整发布了三版
药品目录。

这位负责人表示，新版
药品目录有5个比较鲜明的
特点：一是新增了91个儿童
药品品种；二是加大了对创
新药的支持力度；三是重点
考虑重大疾病治疗药物，治

疗癌症、重性精神病、血友
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
重大疾病的常用药品基本被
纳入了药品目录或谈判药品
范围；四是大力支持中药、民
族药；五是与2015年国家谈
判药品做好衔接，替诺福韦、
埃克替尼、吉非替尼等3个药
品均经专家评审纳入了药品
目录。此外，大力支持基本
药物制度。

这位负责人表示，部分专
利、独家药品属于临床必需，
疗效确切，但是价格较为昂
贵，要对这些药品探索建立谈
判准入机制，通过谈判、适当
降价后，再将符合条件的药品
正式列入药品目录。

据新华社

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公布
关注重大疾病用药

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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