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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为深
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
习宣传贯彻，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
织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撰写
了 2016年通俗理论读物《全面小康
热点面对面》。目前该书已由学习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该书是“理论热点面对面”系
列的最新读本，秉承其一贯特点和
风格，集中回答当前人们普遍关注
的热点问题。记者了解到，去年
10月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
后，中宣部理论局就组织力量开展
深入调研，梳理出如何理解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如何坚
持创新发展、如何坚持协调发展、
如何坚持绿色发展、如何坚持开放
发展、如何坚持共享发展、如何提
高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等 7 个

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和专家学者
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讨，集
中起草修改，书稿广泛征求了各方
面意见。

该书紧密联系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紧密联系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阶段的新要求，对这 7个
问题作出了深入浅出的解读阐释，
有助于人们全面准确理解“十三
五”规划建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更好
凝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进力
量。该书既讲是什么又讲为什么，
既讲怎么看又讲怎么办，观点权威
准确，语言通俗易懂，文风清新简
洁，是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理
论学习和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重
要辅导读物。

《全面小康热点面对面》
出版发行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朴
民 12日在发展改革委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2015 年中国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预计全年增速 7%左
右，与预期增长目标基本一致。

李朴民说，2015年是“十二五”
的最后一年，对照“十二五”发展规
划纲要，预计经济社会发展 24项主
要指标基本都能完成，特别是资源
环境、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约束性指
标将超额完成，我国的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

又上了一个大台阶，为“十三五”经
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对于如何做好今年经济工作，
李朴民表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特别是要围绕需求结构
变化，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
成本、补短板，在适度扩大总需求
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
率，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
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
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
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发展的
良好开局。

发展改革委预计

去年经济增速约为 7%

联合国在华成立
“可持续发展顾问委员会”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整合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
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建立统
一 的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制
度。专家认为，这一政策的核心在
于“公平”二字，是实现城乡居民公
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权益、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

制度更加公平
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意

见提出“六统一”的要求：统一覆盖
范围、统一筹资政策、统一保障待
遇、统一医保目录、统一定点管理、
统一基金管理。

“这意味着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整合后，城乡居民不再受城乡身份
的限制，参加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
制度，按照统一的政策参保缴费和
享受待遇，城乡居民能够更加公平
地享有基本医疗保障权益。”国家
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疗保
障研究室副主任顾雪非说。

顾雪非说，医保制度不统一存
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三个重复”：
同一区域内，居民重复参保、财政
重复补贴、经办机构和信息系统重
复建设。

顾雪非认为，整合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只是一方面，还需发挥大病
保险、城乡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
等多项制度的合力，切实提高保障

水平，进一步降低居民就医负担。

保障待遇更加均衡
山东，是全国首批实行城乡居

民医保并轨的省份之一，自 2013年
底开始逐步建立并实施全省统一、城
乡一体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以前，我们住院医疗费全部
自己付，出院后再回去报销。现
在，我的住院费在医院可以直接报
掉了。”实施城乡医保一体化后，家
住山东潍坊临朐县上林镇东洼子
村的王庆海看病能跟城里人享受
一样的待遇，医保用药范围也由原
新农合的 1127 种扩大到 2500 种，
增加了 1倍多。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
吴光介绍，随着整合后基本医保统
筹层次的提高，参保居民就医范围
也会相应扩大。吴光介绍，比如，
假设农村居民老王此前是县级统
筹，整合后提升为市级统筹，那么
整合后他到市里的医院就医就不
是异地就医了，保障待遇也相应会
享受本统筹地区的政策。

管理更加统一
统一定点管理和统一基金管

理，是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重
要内容。

意见提出，统一城乡居民医保
定点机构管理办法，强化定点服务
协议管理，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

和动态的准入退出机制。对非公立
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实行同等
的定点管理政策。城乡居民医保执
行国家统一的基金财务制度、会计
制度和基金预决算管理制度。

“这有利于提高医保基金的使
用效率。医疗保险遵循‘大数法

则’，参保规模越大，基金的抗风险
能力越强。当然，还需通过支付制
度改革、加强医疗服务监管等方
式，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顾
雪非介绍，城乡居民医保统筹，可
以提高医保基金的“共济”能力，从
而进一步解除参保者的后顾之忧。

顾雪非介绍，通过统一定点管
理、整合医保基金、整合经办资源、
提高统筹层次等措施，参保居民还
可以享受到城乡一体化的经办服
务。同时，城乡居民医保关系转移
接续也会更加方便。

（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国务院发文要求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城里人农村人 看病报销不再分

2015 年在我国“三农”发展史上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一连串亮眼的数字背后，映
射出我国农业“千年未有之变”。

摆脱“粮食生产周期之困”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

国粮食总产量达 62143.5万吨，比 2014年增
长 2.4%。这是自 2004 年以来，全国粮食连
续第十二年获得丰收。

“十二连丰”，说明我国农业生产能力和
水平有了根本性提高，彻底摆脱了以往“二丰
一平一歉”粮食生产周期，堪称“千年之变”。

“南粮北运”逆转为“北粮南运”
东北地区曾是历史上的关外“不毛之

地”，如今已演变为我国粮食最主要产区。
目前，东北四省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
古）秋粮产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北大
仓”黑龙江，自 2011年起连续四年成为我国
产粮“状元”，年粮食总产量占全国十分之一
强。这也使得中国几千年来“南粮北运”格
局逆转为“北粮南运”。

史书记载，明朝京杭大运河从南向北运
粮的漕船达 9000多艘，清朝每年从南方征收
北运的漕粮多达 400万石。如今，在黑龙江、
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等全国 5个粮食调
出省（区）中，东北地区就占了 3个。

从“牛耕马犁”到“机声隆隆”
“牛耕马犁”是我国数千年来传统农业

的真实写照，如今已经难觅踪迹。在广袤农
田里，“高大威猛”的农业机械大显身手。目
前我国小麦生产基本实现全过程机械化，水
稻机械种植、收获水平分别从十年前的 6%、
27%，提高到现在的 38%、81%，玉米机收水

平从 2%提高到 55%。
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当农机化水平达到

40%时，农机化就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农业
部预计，2015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水平超过 62%，正在快速追赶世界先进水
平。

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望破万
农民要小康，关键看钱袋子鼓不鼓。“十

二五”以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10.1%，2014 年达到 9892 元，2015 年更有望
突破万元大关。

农民生活水平变化，从农村居民家庭恩
格尔系数就可看出端倪。2010年，农村居民
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41.1%，2013 年下降至
37.7%，食品消费支出比重明显降低，文教娱
乐、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消费支出不断增
长。 （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打破“二丰一平一歉”粮食生产周期

我国农业迎来“千年未有之变”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2日电 2015 年我
国 汽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2450.33 万 辆 和
2459.76 万辆，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
汽车产量达到 34万辆，销量 33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3.3倍和 3.4倍。

这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2日发布的年
度产销成绩单，大大超出很多业界人士在去
年年中做出的预测。

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从一季度
到三季度，居民购车意愿从 2014 年四季度
的 16.8% 逐 季 降 至 2015 年 三 季 度 的
15.8%，这期间，汽车销量增速急剧下滑。

然而，市场在 2015年下半年的表现，却
大大超乎人们想象。从 9月份开始，汽车尤
其是乘用车销量逐月攀升，其中乘用车在
10 月 、11 月 和 12 月 销 量 增 速 分 别 达 到
13.3%、23.7%和 18.3%，可以用迅猛来形容。

对此，业界人士几乎无一例外都归因于
政策刺激。财政部、税务总局在去年 9月底
发布通知，自 2015年 10月 1日起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对购置 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
车减按 5%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

以目前 10万元级别的经济型车为例进
行计算，在政策调整前消费者在购车环节应

缴纳的汽车购置税为 8547元，减半之后，仅
需要 4273元。

政策效果还将延续，中汽协当日预测，
2016 年中国汽车销量有望延续增长，全年
销量有望达到 2604万辆，增速约为 6%。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局面，引来的并
非都是欢欣鼓舞。中汽协在一份分析中就
指出，车辆购置税减半政策会对全年销售
起到正向影响，但同时可能会刺激提前消
费，由于市场需求并未有新的增长，所以延
续 至 2016 年 底 的 政 策 有 可 能 提 前 透 支
2017年的销量。

而对于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强劲增长，科
技部电动汽车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组长欧
阳明高也提醒，当前电动车发展更多还是政
府主导，而不是市场主导，完全靠政府是不
可持续的，必须要向市场主导转变。

因此，需要提醒的是，此时，广大沐浴政
策暖风的车企，决不能仅仅把注意力放在追
求数量增长，而更应注意用好政策带来的市
场缓冲，做好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突破原有
发展瓶颈，强化自身市场竞争力。否则，一
旦政策退场或者调整，没有过硬的竞争实
力，恐怕将难以抵挡强烈的市场冲击。

政策“撩起”购车意愿 消费潜力或被透支

我国汽车“销量创新高”存隐忧 1 月 12 日，山东省沂源县一工艺品加工企业的工人在加工中国
结。进入农历腊月，山东省沂源县的中国结等节庆饰品迎来加工、销
售的忙碌时节，各企业加紧赶制各式饰品结销往各地，红红的中国结
扮靓了年节市场。 新华社发

中国结扮靓年节市场

2015年 11月 2日航拍的收割机在泰州红旗良种场收割水稻的繁忙景象。 新华社发

工作人员在位于四川绵阳的川汽集团汽车生产基地内装配汽车（2015 年 6 月 15 日
摄）。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信息显示，2015 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450.33 万辆和
2459.76万辆，再创新高，比上年分别增长3.3%和4.7%，总体呈现平稳增长态势。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启动实施农
村 饮 水 安 全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到
2020 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力争
达到 80%以上，集中供水率达到
85%以上，水质达标率和供水保障
程度大幅提高。

记者 12日从全国水利厅局长
会议上获悉，“十二五”时期，我国
农村饮水安全任务超额完成，全面
解决“十二五”规划 2.98 亿农村居
民和 4133万农村学校师生饮水安
全问题，同步解决四省藏区等特殊
困难地区规划外 566 万农村人口

的饮水安全问题，农村集中式供水
受益人口比例由 2010年底的 58%
提高到 2015 年底的 82%，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达到 76%，供水水质明
显提高。

水利部部长陈雷表示，“十三
五”时期，水利部将按照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要求，聚焦中西部贫困
地区，启动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对已建工程进行配套、
改造、升级、联网，健全工程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提高农村集
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水质达
标率和供水保证率。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到2020年将达80%以上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起的“可
持续发展顾问委员会”12 日正式
在京成立。委员会由具有广泛影
响力的中国企业家组成，旨在借
助中国企业的独特视角和资源网
络，为联合国新的 17 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在华实现努力。

委员会创始成员包括：格力集
团董事长董明珠、天合光能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高纪凡、乐视控股集
团董事长兼总裁贾跃亭、京东集团
董事长兼总裁刘强东、伊利集团董
事长兼总裁潘刚、比亚迪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亿利资
源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文彪、百度

公司总裁张亚勤、联想集团高级副
总裁王晓岩。

在成立大会上，全体创始成
员共同签署了可持续发展宣言，
承诺支持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落实，为可持续发展工作建言献
策，并提供技术知识及其他领域
的支持。

据悉，委员会关注的重点领域
包括：消除贫困、可持续城市、气候
变化、低碳与能效、性别平等、灾害
管理、利用大数据开展扶贫及其他
全球发展问题创新解决方案等。
委员会每年至少举办两次成员大
会，共同磋商推动可持续发展面临
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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