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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会见采访全国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

我们不会让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

据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5日上午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大会发言人张业遂

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通过激发市场活力顶住下行压力

路透社记者：去年中国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放松货币条件， 还加大

了减税降费力度， 今年中国表示将

进一步放宽货币条件， 进一步减税

降费， 还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请

问， 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否比之

前预想得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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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取消房地

产限制和降低基准利率等？

李克强：

这位记者朋友喜欢单

刀直入，那我也开诚布公。中国经济

确实遇到了新的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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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用的是区间

调控的方式， 既和去年经济增速相

衔接， 也表明我们不会让经济运行

滑出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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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 面对国际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 中国经

济实现6.6%的增速， 的确是来之不

易。 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90万亿

元，在这个基础上，今年预计经济增

长6%至6.5%，这是高基数、大总量上

的增长，可以说本身就是进。

当然，面对新的下行压力，要有

有力举措。一种办法是搞量化宽松，

超发货币、大幅度提高赤字率，搞所

谓“大水漫灌”，一时可能有效，但萝

卜快了不洗泥，会带来后遗症，所以

不可取。 我们还是要坚持通过激发

市场活力，来顶住下行压力。

现在中国市场主体已经超过1

亿户，把他们的活力激发出来，这个

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我们还是要政

贵有恒，继续推进减税降费、简政、

培育新动能、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公

平竞争环境等一系列措施， 为市场

松绑，为企业腾位，为百姓解忧。

当然，今年不确定因素不少，我

们还要有更多的应对准备， 留有政

策空间。 比如我们今年提高赤字率

0.2个百分点，达到2.8%，没有超过国

际上所谓3%的警戒线。我们还可以

运用像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

型或价格型工具， 这不是放松银

根，而是让实体经济更有效地得到

支持。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新情况，

我们都会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保

持中国经济稳定，保持中国经济长

期向好趋势不变， 这都是很重要

的。 中国经济会始终成为世界经济

的一个重要“稳定之锚”。

4月1日减增值税5月1日降社保费率

《财新周刊 》记者 ：中国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减税降费的举

措， 不少企业家反映企业税收依然

很重，今年政府出台了更大规模的减

税降费，请问您认为企业能得到实惠

吗？ 财政可持续吗？

李克强 ：

近几年我们利用营

改增等， 平均每年给企业减税降

费一万亿元，三年三万亿元。 应该

说，我们减税的规模是比较大的。

今年下决心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减

税降费， 把增值税和基本养老保

险单位缴费率降下来， 减税降费

红利近两万亿元。

这样做有利于公平， 因为按

照规则， 各类所有制企业普遍能

从减税降费中受惠， 而且政策效

率很高，一竿子插到底，直达市场

主体。 4月1日就要减增值税，5月1

日就要降社保费率，全面推开。 我

看还没有其他办法比这种办法给

企业带来的感受更公平、更有效。

今年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是

一项重大改革和重要抉择。 之前

我们反复测算，有多种方案，一种

就是今后几年每年把增值税率降

一个百分点， 但在当前情况下企

业可能感受不深。 所以我们下决

心把占增值税总量近60%的制造

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率降低3个百

分点， 把建筑业等部分行业降1个

百分点，其他所有行业也确保只减

不增。 由于税制的原因，可能在推

进过程当中有些行业抵扣少了，税

收会有增加，我们也做了认真的准

备，对他们加大抵扣的力度，用打

补丁的办法，并对所有的中小微企

业实行普惠性减税，以此确保所有

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对基本养老保

险单位缴费率，我们还明确，可以

从原规定的20%降到16%。

减税是要减收的。我们今年安

排财政支出和GDP增长同步，确保

民生重点领域、三大攻坚战支出只

增不减。 那么人们会问钱从哪里

来？ 赤字只提高了0.2个百分点，填

不上这个窟窿怎么办？我们的办法

是，政府要过紧日子，不仅要压缩

政府一般性支出，而且增加特定国

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进入

国库，并把长期沉淀的财政资金收

回。通过这些举措，我们筹集了1万

亿元资金。

现在可以说是真金白银已经

备好了， 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都要

去落实，决不能让政策“打白条”，更

不允许变换花样乱收费来冲击减税

降费的成效，要让企业、让市场主体

切实感受到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

实实在在效果。

“一老一小”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中国新闻社记者：明年就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了，除了

脱贫之外，民生领域我们能有

哪些实实在在的期待？ 政府对

解决民生问题究竟是怎么考

虑的？

李克强 ：

你问的问题很

大，因为民生本身就是天大的

事情，要做的事情很多。 我们

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持续

改善民生，抓住民生的一些重

点、难点问题，一件一件去做。

现在大数据显示，“一老一小”

的问题，就是养老服务、托幼

服务有困难。 这个确实应该引

起我们高度重视。

现在中国老龄人口，如果

按60岁以上算， 近2.5亿人，65

岁以上有1.7亿人，6岁以下儿

童有上亿人，我们这方面的服

务供给是不足的。 全面实施

“两孩”政策以后，托幼难更突

出了。 养老机构现在能提供的

服务，每百人只有3个床位。 我

到一些地方去调研，发现已经

有好的经验，就是重点发展社

区养老托幼服务。 所以，我想

还是要创新机制， 对接群众

需求，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加

大政府扶持力度。 比如说，提

供公租房， 让那些从事助餐

助行、日间照料、康复、老年

大学等的社会力量免费使

用， 还可以给予水电气的费

用减免，可以减税免税。 社区

工作人员、 政府的有关部门

要保障公平准入， 把主要精

力放在公正监管上， 确保这

些服务是安全可靠的， 对那

些违规的要坚决逐出市场。

老年人能安度晚年， 孩子们

有幸福的童年， 那就有千家

万户幸福愉悦的家庭。 当然，

民生方面的问题还很多，我

们会抓住重点难点， 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去解决。

谈减税降费

决不能让

政策打白条 ，

更不允许变换

花样乱收费来

冲击减税降费

的成效。

谈民生问题

老年人能

安度 晚年 ，孩

子们有幸福的

童年， 那就有

千家万户幸福

愉悦的家庭。

谈中美关系

中美作为

两大 经济 体 ，

你中有 我 、我

中有你， 想人

为地把这两大

经 济 体隔开 ，

那 是 不 现 实

的 ， 也是不可

能的。

彭博新闻社记者：中美建

交

40

年以来，现在两国关系猜

疑和竞争似乎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严重。 您如何看待现在的

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未来走

向持何看法？ 能否简单谈及目

前中美面临的一些具体的冲

突点？ 在技术问题上，中国政

府是否会迫使中国的有关企

业帮助其监视他国？

李克强 ：

中美建交40年

来，两国关系可以说是一直向

前，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这个

过程中曲折不断、 风云变幻，

但是向前走的大趋势没有改

变，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有着广

泛的共同利益，我们的共同利

益是远大于分歧的。 中美之间

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不仅有

利于双方，也有利于世界。 我

认为，在曲折中前行、继续前

行这个大趋势是不会、也不应

该改变的。

当然，中美关系保持总体

稳定的同时，一些矛盾纠纷也

经常突出地表现出来。 一段时

间以来，表现比较突出的是中

美经贸摩擦。 中美双方磋商一

直没有停。 在去年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峰会期间，两国元首达

成重要共识，现在双方磋商还

在继续进行。 我们希望磋商能

有成果， 能够实现互利双赢。

我相信，这也是世界的期待。

中美经过几十年来的发

展、合作，可以说已是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想人为地把这

两大经济体隔开，那是不现实

的，也是不可能的。 对于矛盾

和分歧，我们相信，中美两国

人民是有智慧、有能力来进行

化解管控的，推动符合世界潮

流的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并且

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你问中国政府有没有要

求自己的企业去监视他国，我

可以明确地回答你，这样做不

符合中国法律，也不是中国行

事的方法，现在没有，将来也

决不会有。

谈宏观经济

中国经济

会始终成为世

界经济的一个

重 要 稳 定 之

锚。

3

月

15

日， 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应大会发言人张

业遂的邀请会见中外

记者 ， 并回答记者提

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