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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重点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

□

专题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张玉琴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特派北京记者 张玉琴 蔡晓素 黄艳 何小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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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2019年全国两会第四场“部长通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共有13位“部长”走上“部长通道”回答记者的提问。

对于有人担心社保费率降低以后养老保险待遇的发放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表示，经过反复测算，降

费率以后，总体上仍能够保证基金收大于支，有能力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我们有能力确

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在谈到社保费率

降低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

南说，经反复测算，社保费率下降后后，我

国总体上仍能够保证当期基金收大于支；

累计仍有结余， 目前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基

金累计结余 4.78 万亿元。 据介绍，全国社

保基金还有 2 万亿元左右的战略储备，今

后还会继续加大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

保基金的力度。

张纪南表示， 降低社保费率的举措主

要目的是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活力，推

动经济的发展。 从长远来看， 降低费率以

后，企业有了活力，可以不断扩大再生产，

扩大就业，而且门槛降低了，就业的人就会

越来越多，参加社保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社

保基金的“蛋糕”就会越做越大，形成良性

循环， 必然进一步增强社保制度的可持续

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

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4.78万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说，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做到了

“事合、人合、力合、心合”。 据介绍，在机构

改革的过程当中， 撤销了 3.4 万个一级和

内设机构，但是，所有省局、市局、县局、乡

镇分局（税务所）都如期、整齐划一、平平稳

稳地挂了牌， 并进行了“三定”。 同时，有

22255 名干部由正职转为副职。

王军介绍， 从去年 10 月到今年 1 月，

个税改革 4 个月共减税近 2000 亿元。改革

前的个税收入去年前 9 个月同比增长

20%， 改革后的个税收入 4 个月同比减少

14.2%。 今年 1 月，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引入

后，单月同比减少 23.5%。 王军表示，这次

个人所得税改革， 使所有工薪阶层纳税人

不同程度地减了税，也就是说，工薪阶层的

减税面是百分之百的，其中有 8000 万人减

百分之百的税，即他们不用再缴个税了，还

有 6500 万人的减税幅度在 70%以上。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

6500万人的减税幅度在70%以上

在“部长通道”上，有记者提出，这几

年中小学生的校内负担减轻了， 但同时

出现另一种社会现象： 学校减负社会增

负，老师减负家长增负。校外培训机构整

治问题感觉成效不大， 还出现了在电脑

上或手机上接受“课外辅导”情况，老百

姓担心线下减掉的压力转到“线上”。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去年 2 月，

教育部联合六个部门出台了治理整顿校

外培训机构的文件。 截至 2018 年底，全

国共排查了 40.1 万所培训机构，其中有

27.3 万所培训机构是有问题、不合格的，

已完成整改 27 万所。但是在整改的过程

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有一些培训机构

转移阵地，把战场开到了线上。“我们已

经会同有关部门开始研制综合治理的文

件，不久就会发布。”陈宝生表示，在这个

文件出台之前， 将比照线下治理的政策

措施， 对线上培训进行规范。 文件出台

后，将开展线上线下综合治理，一定要把

负担过重的问题解决好。

对于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问题，陈

宝生表示，减负作为一个“多因一果”的

综合征，一定要系统治理，要持之以恒地

治理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手。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将对线上线下校外培训进行综合治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表

示，去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平稳

运行态势，住房成交面积增速放缓；住房

的成交价格总体平稳；住房预期，也就是

市场预期逐渐趋于理性。 王蒙徽表示，

2019 年将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长效机制的工作方案， 具体要做

到五个“坚持”。第一是坚持住房的“一个

定位”，即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第二是坚持完善“两个体系”，完善住

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 第三是

坚持落实城市的主体责任，要把稳地价、

稳房价、稳预期的责任落到实处。第四是

要坚持调结构、转方式，特别是要大力培

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重点是解决新

市民的住房问题。 第五是要保持政策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大起大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

重点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

针对普遍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问

题，司法部部长傅政华表示，食品药品安

全事关近 14 亿人民， 是基本民生问题，

也是重大公共安全问题。 傅政华指出：

“针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成本低、处

罚宽松软的问题， 要加强对法律的立改

废释。”他表示，要不断强化改进措施，真

正使法律长出牙齿，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维护好人民食品药品安全。

“我们将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

监管手段、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来推动我国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持续向

好，使人民更满意，让群众吃得安全、用

得放心。 ”傅政华说。

傅政华还介绍， 去年全国一共有

60.4 万人报考司法考试， 有 47.3 万人参

加第一阶段的考试，其中 19.2 万人获得

通过。 有 18 万人参加了第二阶段考试，

其中有 12 万人通过考试。

司法部部长傅政华：

用四个“最严” 推动食品药品安全持续向好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 从目前

已经知道的部分数据来看，今年 1 至 2 月，

我国经济运行开局总体向好。

宁吉喆介绍，一是生产总体向好，农业

基础稳定，工业总体平稳，服务业生产持续

增长。二是消费总体向好，特别是线上线下

融合的新消费发展很快。 三是物价和就业

总体平稳。 四是外贸、外汇总体向好。 五是

市场预期总体向好。 2 月份制造业 PMI 指

数中的新订单指数回升到 50.6%； 反映消

费预期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在上升。

“从上述五个方面看， 今年年初以来，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趋势向好。 ”宁吉

喆说。 谈到国民经济核算，宁吉喆介绍，我

国推进了三大核算改革。 一是地区生产总

值统一核算， 从今年开始开展这项工作，

2020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的全国统一核

算。二是编制国家和地方资产负债表，2015

年和 2016 年国家资产负债表已经编制完

成。 三是“三新”

（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

式）

经济统计制度已经建立。 2015 年至

2017 年，“三新” 经济占 GDP 的比重为

15%左右， 在上海和深圳等沿海地区这一

比例达到 30%以上。

据新华社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

喆

：

今年前两月我国经济运行开局总体向好

宁吉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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