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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记者会之 谈经济

把增值税和单位社保缴费率降下来
【
“互联网+”
】
互联网+、共享经济还有很
大发展空间
针 对 如 何 发 展“ 互 联
网+”，发展共享经济，李克强
介绍，作为新事物，共享经济和
任何新事物一样，在发展中总
会有利有弊。但是总的看，它
带动了就业，方便了群众，而且
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
像电商、快递、移动支付等。
“对于这种新业态、新模
式，不能简单任性，要么不管，
要么管死。我们这几年一直采
用的是包容审慎的原则。”李克
强说，要允许它发展，对发展中
出现的问题加以纠正。所谓审
慎监管，就是要划出安全的底
线，不允许打着“互联网+”、共
享经济的招牌搞招摇撞骗。要
给创业者提供一个能够成长的
李克强总理回答记者提问
空间，给企业一个发展新动能
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政府
遗症，所以不可取。中国还是
要公平准入、公正监管，引导新
要坚持通过激发市场活力，来
事物健康成长。
李克强表示，互联网经济、 顶住下行压力。前些年也遇到
下行压力，中国采取的就是激
共享经济、平台经济还有很大
发市场活力的措施，市场活力
发展空间。电商、快递对工业
增强了，发展的动力必然增强。
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可以进一
步起到搞活流通的作用。在工
业领域，推动工业互联网，可以 【说降费】
把那些闲置的资源带动起来， 4 月 1 日减增值税，5 月 1
而且促进技术创新。在社会领
日降社保费率，全面铺开
域，用武之地就更大了。

【谈经济】
中国经济不搞“大水漫灌”
“如果经济放缓继续持续
下去，中国是否会考虑采取更
加有力的举措？”路透社记者提
出了这样的问题。
“记者单刀直入，那我也开
诚布公。中国经济确实遇到新
的下行压力。”李克强介绍，现
在世界经济都在放缓，就在这
一个多月期间，几大国际权威
机构都在调低世界经济增长的
预期。中国适度调低增速预期
目 标 ，用 的 是 区 间 调 控 的 方
式。既和去年经济增速相衔
接，也表明中国不会让经济运
行滑出合理的区间。可以说给
市场发出的是稳定的信号。
去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国上下奋力
拼搏，能实现 6.6%的增速来之
不易。总量达到 90 万亿，在这
个基础上，今年预计增长 6%~
6.5%，这是高基数、大总量上
的增长。
“当然，面对新的下行压
力，要有有力举措。”李克强介
绍，一种办法是搞量化宽松，超
发货币、大规模提高赤字率，所
谓“大水漫灌”，萝卜快了不洗
泥，一时可能有效，但会带来后

从哪里来？
搞三六九等。比如减少审批程
“我们的办法是，政府要过
序、办证办照时间，应该对各类
紧日子，不仅要压缩一般公共
所有制企业，原则是一视同仁
预算的支出，而且增加特定的
的。”李克强介绍，现在开办企
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进
业拿营业执照的时间，经过几
入国库，并把长期沉淀的资金
年 努 力 ，已 经 从 22 天 降 到 了
收回。”李克强说，通过这些举
8.5 天，今年要力争降到 5 天，
措，筹集了 1 万亿元资金。国
有的地方可以降到 3 天，目前
务院还要求地方政府也要挖
有的发达国家才 1 天。
潜，把自己的功课做足。对中
西部地区，将给予适当的转移 【融资难】
支付支持。
“ 大规模减税降费， 让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在去
针对更大规模的减税降
是要动政府的存量利益，要割
年基础上再降 1 个百分点
费，李克强介绍，近几年，利用
自己的肉。所以我说这是一项
营改增等载体，平均每年给企
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改革。”
业减税降费一万亿元，三年三
针对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
万亿元。应该说，减税规模是
济方面，李克强介绍，中国确实
比较大的，今年下决心要进行
面临着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
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把增值 【论改革】
经济、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税和单位社保缴费率降下来， 政府不要总给市场“下指
的问题。去年采取了一系列措
令”，办营业执照今年力争 施，遏制了融资难融资贵上升
减税降费红利近两万亿元。
“这样做有利于公平，因为
的势头。4 次降准，其目的还
降到 5 天
按照规则各类所有制企业普遍
是通过降低金融机构本身的成
能从减税费中受惠，而且政策
本，促进这些资金流向民营经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效率很高，一竿子插到底，直达
济和小微企业。今年要抓住融
40 周 年 ，提 出 了 改 革 要 再 出
市场主体。”李克强表示，4 月 1
资难融资贵这个制约经济发
发。今年改革会有什么具体的
日就要减增值税，5 月 1 日就要
展、市场活力的“卡脖子”问题，
行动，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会
降社保费率，
全面推开。
多策并举、多管齐下，让小微企
有哪些新举措？
“今年更大规模的减税降
业融资成本在去年的基础上再
“政府的改革应该是更好
费实际上是一项重大改革和重
降低 1 个百分点。
地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
要抉择。”李克强说，之前反复
“对中国企业也要一视同
定性作用，要把市场的活力激
测算，有多种方案，其中一种是
仁。”李克强说，现在在贷款问
发出来，而不是老给市场下指
今后几年每年把增值税率降一
题上，的确需要清除一些障碍，
令。”李克强说，两会期间，不少
个百分点，但在当前情况下企
引导金融机构改善内部管理机
代表委员都提出来希望继续优
业可能感受不深。所以政府下
制，多跑民营企业、小微企业，
化营商环境，给企业好的营商
决心把占增值税 50%多的制
为他们降低融资成本、减少不
环境、公平的营商环境，市场就
造业的增值税率明显降低 3 个
合理的费用出力。小微活，经
会发挥自身的力量。
百分点，把建筑业等部分行业
济才活，
就业才多。
这几年通过“放管服”改
降 1 个百分点，其他所有行业
此外，李克强提出，要时刻
革，营商环境的优化是取得成
也确保只减不增。对基本养老
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效的。去年有关国际组织把中
保险单位缴费率，政府还明确， 国营商环境的排名，提升了 30
可从原规定的 20%降到 16%。 多位。但社会上也有呼声，营 【道开放】
减税就要减收，但政府今
商环境改善得还不够，还有较
落实外商投资法，继续保
年安排财政支出和 GDP 增长
大差距。李克强说。
持对外开放的温度
同步，确保民生重点领域、三大
“改善营商环境，要放管结
攻坚战支出只增不减。那么钱
合并重。放就要平等放，不能
针对外商投资法相关问

题，李克强表示，对外开放是
中国的基本国策，让中国人民
普遍受惠，也有利于世界，中
国何乐而不为？开放的措施说
出去，就当然要兑现。去年，
一些重大基础产业放开外资投
入的股比，有很多重大项目落
地了。中国去年利用外资，仍
然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中最多
的。
李克强介绍，刚刚闭幕的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
了外商投资法，这个法是要用
法律的手段更好保护外商投
资，吸引外商投资。这个法律
也可以说是规范政府行为的，
要政府依法行政，而且政府要
根据这个法律的精神出台一系
列法规、文件，保护外商权益，
比如信息投诉机制如何公开、
透明、有效。下一步，国务院会
推出一系列有关法规和文件，
让外商投资法顺利实施。
“我们要实行准入前国民
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而且要
推出新的负面清单。”李克强
说，这个新推出的负面清单会
做“减法”，也就是说非禁准入
的范围会越来越大。还要加强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将修改《知
识产权法》，对侵权行为引入惩
罚性的赔偿机制等。

【惠台政策】
让台湾同胞在大陆享受到
和大陆同胞同等待遇
外界很关注大陆今年会在
促进两岸共同发展和两岸民众
福祉等方面具体如何贯彻和落
实，李克强表示：今年年初，习
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
讲话，阐述了我们关于台湾问
题的大政方针、原则立场。我
们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促进
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促进
祖国和平统一。
“两岸同胞同根相系，我们
愿意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让
台湾同胞在大陆不论是投资兴
业、就业就学，还是生活居
住，都能够享受到和大陆同胞
同等待遇。我们已经出台了促
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
‘31 条举措’，现在的问题是
要把这‘31 条举措’扎扎实
实地落到位，而且在这个过程
中还应当有新的举措。两岸同
胞共享发展机遇、走得越近越
亲，两岸关系的发展就会越好
越实。我们都希望能够共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李克
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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