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力电器突然放出大
招，宣布从3月1日起销售的
家用空调提供10年免费包
修服务，再次引发行业震
动！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家用
空调行业承诺的最长包修
期，足以看出品牌的信心和
决心，也再次展现了格力作
为龙头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格力之所以能屡次提出“六
年包修”“十年包修”等服务
政策，一个重要基础是格力
拥有过硬的产品品质。格力
电器将真品质与好服务结
合，盛大推出“万人空巷抢格
力”，每场活动都吸引消费者
欢呼雀跃，纷至沓来！

今年三月“万人空巷抢
格力”活动再次重磅登陆河
南。连续11年的“万人空巷
抢格力”品牌活动已成为消
费者每年翘首以盼的空调盛
宴！“万人空巷抢格力”为什
么如此火爆？首先，是格力
用品质积淀下来的品牌号召
力；其次就是让消费者能够
享受到一年中的至低价，现
场火爆已成必然；第三，此时
购机安装快，不会像夏天缺
货等送货、等安装那么难熬！

格力有遍布河南全省
3000多家门店服务支持，必
将大力推进家电行业的服务
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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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空巷服务升级！格力10年免费包修！

李克强总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今年要加大对县乡教师培训的投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记者：国家提出建设科技强
国，但是目前在一些重点领域
和关键技术上我们还存在短
板，甚至出现了“卡脖子”的情
况。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了
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比如在
一些地区，一些高新产业项目
的大规模投入出现了烂尾。请
问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未
来政府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
还会有哪些新的举措？

李克强：多年来，我国在
科技创新领域有一些重大突
破，在应用创新领域发展得也
很快，但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的
确存在着不足。要建设科技强
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必须
打牢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这个根基。打多深的基，才
能盖多高的楼。不能急功近
利，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投
入占GDP的比重还不高，尤其
是基础研究投入只占到研发
投入的6%，而发达国家通常
是15%到25%。我们下一步要
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还要继
续改革科技体制，让科研人员
有自主权，很重要的是要让科
研人员有经费使用的自主权，
不能让科研人员把宝贵的精
力花在填表、评比等事务上，
还是要让他们心无旁骛去搞
研究，厚积才能薄发。讲到这
里，我想对青年学生们说几句
话，不管你们将来从事什么职
业、有什么样的志向，一定要
注意加强基础知识学习，打牢
基本功和培育创新能力是并
行不悖的。树高千尺，营养还
在根部。把基础打牢了，将来
就可以触类旁通，行行都可以
写出精彩。

我们说科技要自立自强，
科学家要发奋努力，这和国际
合作、同行交流是并行不悖
的。科学探索和发明发现是需
要合作的，需要共同努力。封
闭不会有前途，断链对谁都没
有好处。中国愿意在保护知识
产权的基础上，同各国加强科
技领域的合作，共同促进人类
文明进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
者：美中两国关系在过去几年
跌入建交以来的低谷，中方高
层官员多次表示这是由于特
朗普政府实施极端错误的反
华政策造成的，他们也希望，
美国拜登政府可以拨乱反正。
但是许多来自华盛顿的声音
表示中方的判断和立场忽视
了重要的两点：一个就是双边
关系恶化是双方的原因，而不
是中方常说的责任完全在美
方；还有一点就是在对华态度
以及重大政策上，无论是疫情

溯源还是香港、新疆等问题，
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其实
有着高度的共识。请问您对这
种来自美国的观点有何回应？
尤其是在美中两国将于下周
在阿拉斯加举行拜登上台之
后的首次高级别会谈之际，中
方会不会调整或者改变相关
政策立场，推动双边关系的重
启和修复？

李克强：过去几年中美关
系的确遭遇了严重的困难，给
两国和世界都带来了不利的
影响。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
家，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
建交40多年了，风风雨雨，能
越过坎坷向前走，还是因为符
合世界发展趋势，符合两国的
根本利益。我们希望双方按照
习近平主席最近和拜登总统
通话的精神，尊重彼此的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互不干涉内
政和内部事务，秉持不冲突不
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
原则，推动两国关系向着健康
稳定的方向发展。这既符合两
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
的期待。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发展
阶段、社会制度不同，彼此相
处难免会有矛盾、有分歧，有
的时候甚至比较尖锐，关键是
如何对待。中美两国人民是有
智慧、有能力的，双方还是要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地进行对
话沟通。我们希望中美有多领
域、多层次的对话，即便一时
达不成共识，也可以交换意
见、增信释疑，这有利于管控
和化解分歧。

新华社记者：您一直强调
要重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
挥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现在有一些市场主
体反映，在生产经营、公平竞
争、市场环境等方面还有一些
困难和障碍。请问今年政府将
出台哪些改革措施来助企纾
困，让他们焕发新的生机？

李克强：去年我们推进改
革，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制定和
实施宏观政策时，围绕市场主
体的需求来考虑，助力市场主
体脱困、激发活力，撑起中国
经济的基本盘。中国改革开放
40多年来，我们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不断培育和发展市
场主体。市场主体培育起来，
就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十三五”期间
的五年，我们的市场主体增加
了6000多万户。去年在疫情
冲击下，后期快速恢复增长，
现在市场主体总数已经达到
一亿三千多万户，而且去年个
体工商户又新增 1000 多万

户，从 8000 多万户增加到
9000多万户，带动两亿多人就
业。市场主体的活力激发、活
跃度提高，这是政府推进改革
的努力方向。

今年我们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还是要继续围着市场主
体转，这就需要继续推进“放
管服”改革，让市场主体不仅
生存，而且活跃。去年我们说
留得青山，就赢得未来，今年
说留得市场主体的青山常在，
就能够生机盎然，使中国经济
的活力和韧性充分体现。所以
转变政府职能很重要的是要
把市场主体应有的权限给他
们，让他们去发挥。对于审批
环节，我们要继续减环节、减
材料、减费用、减时限。一方面
为市场主体减负，另一方面为
他们松绑，放开手脚去竞争。

台湾无线卫星电视台记
者：今年年初，台湾方面表示
希望跟大陆能够在后疫情时
代恢复交流。与此同时，两岸
关系目前并没有看到和缓的
迹象，请问大陆方面对此怎么
看，未来又如何因应？

李克强：我们对台的大政
方针是一贯的，也是非常明确
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

“九二共识”。在此前提下，我
们欢迎台湾任何政党、团体同
我们交往，也欢迎台湾各党派
团体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
未来与我们开展对话。

我们坚持推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反对任
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也
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

我们一直秉持“两岸一家
亲”的理念。这几年出台了很
多惠及台企台胞的政策，不少
台湾企业和同胞从中受益。我
们会继续让台湾同胞分享大
陆的发展机遇，继续推动两岸
融合发展。

人民日报社记者：受疫情
等因素影响，民生领域一些难
题凸显，如就医、子女教育、养
老托幼等成为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短板，也影响了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请问政
府打算从哪些方面着手来解
决这些难题？

李克强：今年政府总支出
比去年略有增加，盘子不小，
所以要更多地向量大面广的
民生领域倾斜，特别是义务教
育和基本医疗。如果下半年经
济持续向好，那么会下更大的
力度把财政支出包括债务支
出投向这些领域。这对拉动当
年GDP增长可能不明显，但是
对于长远发展、惠民生有支撑
作用。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内容，人民的政府就应
当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

教育和健康关系到每个
家庭、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我
在两会参加代表团审议时，一
位中学校长说，现在县乡中学
还缺乏优质的教师资源，教师
的待遇不高，学历也很难提
高。我们今年要下决心，加大
对县乡教师培训的投入，让他
们能够在职便利地提高学历，
职称评定要采取倾斜政策。对
于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只要
拿到居住证，一定要让他们有
受教育的机会。决不能因为家
境、区域不同，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机会公平中，教育公
平是最大的公平。

健康是幸福的基础，也是
生产力。现在县乡基层的医疗
机构和力量还比较薄弱，很多
人有病往大城市大医院跑。今
年我们要多措并举加大对县
乡医院、卫生院的投入，对于
扩大门诊医保报销范围和常
见病药品报销范围、降低药品
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等，都要
采取一些让群众切实感受得
到的措施。也就是说，要让群
众看病多一点便利，治病少一
点负担。这也有利于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防止因病返贫致
贫。

在养老托幼方面，政府还
要通过引导社会力量来兴办
社区服务业，尽可能在税收等
方面给予优惠支持，给家庭在
养老托幼方面不仅减轻一点
负担，也多一点温暖。总之，民
生方面的事很多，我们要在发
展中持续改善民生。我们现在
实施的是广覆盖、保基本的社
会保障制度。保基本，要在经
济发展中持续提高水平，但也
要突出重点。对于事关人人、
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义务
教育和基本医疗，各级政府一
定要扛在肩上。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中
国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请问这
是不是中国在美国等西方国
家“围堵”下被迫采取的某种
战略收缩？另外，在中国发展
国内大循环、构建超大规模的
国内市场的时候会带来怎样
的变化？留给外资的空间未来
会不会越来越小？

李克强：中国提出要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这既是要做大国
内市场，也是要扩大开放。中
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
济，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关起门来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会不断地、主动地扩大开
放，这是中国自身利益的需
要，也有利于世界。中国把内
需市场做大，带动自身发展，
也会给外资、外国产品和服务
带来巨大的机会。我在参加代
表团审议的时候，一位企业家
说，抓住内循环就是要开拓国
内市场，抓住双循环就是要开
拓国际市场，两个市场还可以
打通。他说得很朴实，但言简
意赅。

我们会进一步主动地对
外开放，继续缩减外商来华投
资负面清单，继续推动包括服
务业在内的对外开放。我注意
到，很多外企关心中国的营商
环境，我们还要继续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
境。总而言之，通过多种努力，
在扩大内需中不断扩大开放，
继续让中国成为外商投资的
重要目的地、世界的大市场。

记者会采用网络视频形
式进行，主会场设在人民大会
堂三楼金色大厅，分会场设在
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记者会
历时约1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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