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考和井冈山一
样，是 2016年实
现脱贫、2017 年
公布的，你提的张
庄我去过。”

——国务院扶贫办
主任刘永富回答记者提问

3月 5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始

审查预算报告。这份

厚厚的“国家账本”传

递出哪些关乎国计民

生的重要信号？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要实施大规模的
减税降费。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
费负担近2万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戴
运龙说，减税降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短期来看，减税降费会
对各级财政带来压力，但长远来看，将助
力经济转型升级。

增加市场主体活力

根据预算报告，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
金安排 538.78亿元，增长 14.9%。将符合
条件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最
高额度分别提高至15万元和300万元。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瑞金市委书记
许锐说，实现稳就业，需要财政、人社、税
务、金融等部门共同发力，构建协调、高效
的服务体系。既要落实普惠性政策，也要
重视重点群体和关键领域的有效帮扶。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安排全国财政赤
字 27600 亿元，比 2018 年增加 3800 亿
元，赤字率由2.6%适度提高到2.8%。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院长刘尚希认为，适度提高赤字率是积极
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体现，有助于通过财
政手段激发经济活力，更好引导企业预
期，增强市场信心。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新增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308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9300亿
元、专项债务21500亿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
究院院长乔宝云说，今年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较上年大幅增加，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
资金支持，可以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
规范举债的“前门”开好。与此同时，高度
重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堵住违法违
规举债的“后门”。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中央基建投资安
排5776亿元，比2018年增加400亿元。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
说，今年要重点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强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基础设施建设。要
在支出项目、资金使用上加强管理，避免
资金不到位、不及时等问题。

根据预算报告，从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按平均约 5%的幅度提高企业和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
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表示，今年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社保方面支出的增幅，
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长水平，
是着力保障民生的重要体现。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中央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安排 1260.95亿元，增长 18.9%，增
量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子
干村党支部书记栗翠田说，中央财政对脱贫
攻坚加大精准投入，对专项资金的科学分
配、高效使用和全程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科技支出安排 9134亿元，比 2018年执
行数增长9.7%。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泽彩
表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要更好
发挥创新引领作用。科技领域是财政支
出近年来发力的重要方向，支出规模逐年
加大，进一步推进了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教育支出 34800 亿元，比 2018 年执行
数增长 8%。中央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
资金增长 13.1%，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
计划专项资金增长26.6%。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戴立益说，今年国家财力虽然紧张，对教
育的投入却继续增加，充分表明对教育的
高度重视。发展有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才
能托起未来的希望。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要大力压减一般
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预算。中央财政
带头严格管理部门支出，一般性支出按照
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杨志勇认为，2019年财政支出需要扩大，
并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府要过“紧
日子”，通过压缩一般性支出，优化支出结
构，用于保障重点领域投入。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

积极促进就业创业

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
增长 14.9%

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赤字率2.8%

资金支持重点项目建设

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0800亿元

发挥投资关键作用
中央基建投资增加400亿元

养老金标准平均提高约5%

提升“老有所养”保障水平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增长 18.9%

聚焦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

科技支出增长近 10%

进一步推动创新能力建设

教育支出增长8%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一般性支出压缩不低于5%

政府要过“紧日子”

制图/党瑶

被称作‘国家账本’的预算报
告，事关国家‘钱袋子’和民
生福祉，是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和人民群众了解国家的钱
从哪来、到哪去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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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漫议

□薛世君

钱从哪里来，又该怎么花，对一个家庭

来说至关重要，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

样。3月 7日，全国人大代表开始审查计划

报告和预算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

作委员会和财政部为代表制作了一本全彩

印刷的《政府预算解读》，他们还与新华社合

作推出了新媒体专题《2019 年财政新发展

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新进展》，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 2019 年财

政预算，很多代表都说有助于更好地把预

算报告看得明明白白，审查得清清楚楚。

被称作“国家账本”的预算报告，事关国

家“钱袋子”和民生福祉，是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和人民群众了解国家的钱从哪来、到哪

去的“窗口”。审查、批准预算，则是宪法赋

予人大代表的重要职权，提高人大代表对

“国家账本”的审查能力，自然至关重要。要

提升这个能力，履职的责任感是根基，创新

审查方法是出路。今年预算报告“变身”，全

彩印刷的《政府预算解读》也好，新媒体专题

也罢，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紧扣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紧扣预算报告，紧扣代表

委员关心的财税热点，预算公开的形式更亲

民、更便捷、更易懂，这种贴心之举，也是财

政透明化、公平化的题中之义。

财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

是调控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挥棒”。尤其是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困难较多的

情况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持续提高财政资金的

使用绩效。分好越做越大的“财政蛋糕”，确

保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财政预

算做好“加减法”就愈加重要。

先说做“减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为支持企业减负，各级政府要过紧

日子，想方设法筹集资金”。越是“过紧日

子”，就越要开源节流、精打细算，一方面要

像财政部部长刘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

的那样，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

经费预算，取消低效无效支出。另一方面

要减税降费，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尤其

是减税降费，可谓直击当前市场主体的痛

点和难点，不仅可以引导企业预期和增强

市场信心，更可以“放水养鱼”。企业活了，

就业才稳定，居民收入才能增加。企业盈

利能力提升了，国民经济才更有活力，才能

为财政增收提供源头活水，实现良性循环，

也才能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

稳投资、稳预期提供坚实基础。

再说做“加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有一句话：重点增加对脱贫攻坚、“三农”、结

构调整、科技创新、生态环保、民生等领域的

投入。这句话既体现了鲜明的民生情怀，又

具有清晰的高质量发展导向性。民生无忧，

才能大胆消费，才能助推我国经济加快从外

贸型向内需型转变，正因如此，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虽然今年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

但“基本民生投入确保只增不减”，预算报

告对学有所长、就业社保、病有所医、住有

所居等方面也均有倾斜性支持。结构调

整、科技创新、生态环保与民生改善一样，

都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而政府工作

报告和预算报告中，对以上领域的重点关

照和扶持，体现了支出的有效性和精准度，

在加大对基本民生保障和扶贫、农业、教育、

生态文明建设等重点领域的投入基础上，优

先用于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

大有效需求，目的就是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

况下，腾挪出更多的资金来增添经济发展的

后劲，优化经济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

好的计划是成功的一半。越是细读

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一种导向就越

是显而易见，那就是以政府收入做“减法”

换取发展动能做“加法”，把更多的“真金

白银”留给民生改善和企业发展，把更多

的“好钢”用到经济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

展的“刀刃”上。3

把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

2019“国家账本”十大信号

3月 7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
会，财政部部长刘昆、副部长程丽华、刘伟就财税热点
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近2万亿元减税降费中减税约占七成

“减税降费是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大事，我们
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为明显的降费，更好地引
导企业预期和增强市场信心，稳定经济增长。”刘昆说，
今年预计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 2万亿元，
其中减税约占七成，“主菜”就是降低增值税税率。

刘昆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不是要搞
“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也不是要政府大包大揽，而是要
实施逆周期调节，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
夫，着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让中小企业有“明显的获得感”

财政资金如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刘伟表示，通
过落实好多项优惠政策，今年将努力让中小企业有“明
显的获得感”。

他介绍，除降低增值税税率，今年还加大所得税优
惠力度，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100万元到 300万元的部分，分别按 5%和 10%
缴纳所得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从 3万元提
高到10万元。继续推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运用好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安排相
应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双创”升级等。

确保各地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针对部分省份出现职工养老金发放困难，刘昆说，
目前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总体良好，能够确保养老
金按时足额发放。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整体上收大于
支，滚存结余规模仍保持不断增长态势。

刘昆说，从去年 7月 1日起，我国建立了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调剂比例从 3%起
步，今年将把调剂比例提高到 3.5%，预计全年中央调
剂基金规模将达到6000亿元左右，进一步缓解个别省
份基金收支压力。今年还将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水平，并推动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加”“减”之间增动力
——财政部负责人回应财税热点问题

本报讯（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段伟朵）
3月7日上午，十三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
心举行记者会，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刘永富就“攻坚
克难——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相关问题回
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河
南报业全媒体记者成功

“抢麦”，把“闫春光们”
的问题带上记者会。

对于兰考脱贫攻
坚和“闫春光们”的脱贫故事，河南日报记者持续给予关
注，采写了《“梦里张庄”话幸福》《兰考春光奏鸣曲》《闫
春光：盼着总书记再来俺家看看》等一大批鲜活的报道。

今年年初，河南日报记者前去兰考县东坝头乡张
庄村采访。面对记者，闫春光“晒”起了自家的“小幸
福”：去年收入几十万元，两个孩子送到城里上了寄宿
制学校，在村里租下两间门面房开起土特产专卖店，
销售用土法加工的花生油、小磨香油。“今年春节前，
俺光是卖小磨香油就赚了20多万元！”闫春光说。

记者给闫春光出主意：“你还可以开网店，通过网络
卖香油。这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强项，我们来帮你。”

顺着这样的思路，记者在记者会上提问：技术扶
贫，尤其是发挥“互联网+”作用助推脱贫攻坚，国务院
扶贫办有什么安排?

“兰考和井冈山一样，是2016年实现脱贫、2017年公
布的，你提的张庄我去过。”刘永富清晰地记得兰考县脱贫
的时间，而提起张庄，他也印象深刻。他介绍，兰考脱贫前
和脱贫后，他各去过一次，时间相隔两年，但感觉兰考变化
巨大。对脱贫后的张庄，他有两点感触：第一，张庄村没有
大拆大建，而是在原有农家院的基础上，整理得干干净净，
很有品位；第二，张庄村没有见到闲人，大家都在干事。

“扶贫，就是要利用信息技术！”针对记者的提问，
刘永富说，要利用好“互联网+”，让扶贫对象搭上时代
快车，实现“弯道超车”。刘永富介绍,2014年开始，国
务院扶贫办在甘肃陇南开展电商扶贫示范试点。“下
一步，我们准备把贫困地区的名优特、绿色有机产品
卖到城里去，通过电商，压缩中间环节，农民增收，城市
人也能买到合适的产品，两全其美。”刘永富说。③8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提问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这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向国务院扶贫办主任提
问。②4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亚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