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再降1个百分点

《光明日报》记者：去年以来，央行几次

降准，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成本，但是企业依

然反映融资难融资贵。 在促进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方面，政府将采取哪些举措？

李克强：

服务实体经济，这是金融的天

职，但是我们确实面临着实体经济，特别是

民营经济、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去年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努力遏制了

融资成本上升的势头。 我们四次降准，其目

的还是通过降低金融机构本身的成本，促

进这些资金流向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 今

年我们要抓住融资难融资贵这个制约经济

发展、市场活力的“卡脖子”问题，多策并

举、多管齐下，让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在去年

的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

我们对外开放是自主的抉择， 而且我

们要按照竞争中性的原则， 对所有外资企

业一视同仁地对待，同样，对中国国内各类

所有制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 现在在贷款

问题上，的确需要清除一些障碍，引导金融

机构改善内部管理机制，多跑民营企业、小

微企业，为他们降低融资成本、减少不合理

的费用出力。 小微活，经济才活，就业才多。

当然，我们也时刻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对于那些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僵尸企业”，

不会给他们新的贷款， 对违法违规的所谓

金融行为，该制止的制止，该打击的打击。

网络降费预计今年让利1800亿元

降低大病保险起付线提升大病保险报销比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老百姓

看病难看病贵、 享受不到优质医疗资源的

问题比较突出， 尤其是那些得了大病的患

者，给他们的家庭带去很沉重的负担。 在解

决这些问题上，政府还有哪些有效举措？

李克强：

看病确实是重要的民生问题，

尤其大病是民生的痛点。 看病贵看病难的

问题，在我们国家的确存在。 这几年来，我

们经过努力， 不仅建立了向全民提供基本

医疗保障的制度，而且在此基础上，由政府

和居民共担，购买大病保险，建立了大病保

险的机制， 这是可以缓解大病患者特别是

困难群众负担的一个重要举措， 在世界上

也应该是一个创举。

去年我们就听到许多关于抗癌药贵的

呼声，我们通过减税等多种办法，让17种抗

癌药降价50%以上，而且纳入医保，这让癌

症患者特别是困难群众大大减轻了负担。

这方面的事情，我们能做的都应该去做。

今年我们还要做两件这方面的事， 并

且要尽力。 一是把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

病患者的门诊用药纳入医保， 给予50%的

报销， 这将惠及我国4亿高血压、 糖尿病

患者。 二是要降低大病保险的起付线， 提

升大病保险的报销比例。 现在近14亿人都

进入大病保险了， 要让更多的人、 上千万

的人能够直接受益， 因为我们这个大病保

险是有倍数效应的。 要看到， 我们的医保

虽然覆盖全民， 但是水平不高， 尤其是农

民人均年收入不到1.5万元， 遇到大病靠自

己扛是很难的。 所以政府和社会要共同出

力， 缓解这个民生之痛。 没有健康就没有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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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降低大病保险起付线

改善营商环境要放管结合并重

新华社记者 ：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提出了改革要再出发，现在国内外

对中国加快改革有许多新期待。 请问今年

改革会有什么具体的行动？ 在优化营商环

境方面会有哪些新举措？

李克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展取

得了巨大成就，惠及了亿万中国人民。 这条

路我们会继续走下去， 而且应该越走越深

入、越宽广。 也就是说，我们要继续推进建

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继续坚持市场化改

革的方向。

政府要坚持推进市场化、 法治化的改

革，以实际行动、具体举措让改革成果不断

显现。 这次我在参加“两会”的时候，不少代

表委员都提出希望继续优化营商环境。 给

企业好的营商环境、公平的营商环境，市场

就会发挥自身的力量。 应该说，我们这几年

通过“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的优化是取

得成效的。 但社会上也有呼声，营商环境改

善得还不够，还有较大差距。

改善营商环境，还是要放管结合、放管

并重。 放就是要平等地放， 不能搞三六九

等。 我们减少审批程序、办证办照时间，应

该说对各类所有制企业， 原则是一视同仁

的。 现在开办企业拿营业执照的时间，经过

几年努力，已经从22天降到了8.5天，今年要

力争降到5天，有的地方可以降到3天，目前

有的发达国家才1天。 我到基层去调研，有

不少企业反映， 拿到营业执照以后还需要

很多证，这是所谓“准入不准营”。 我们要采

取措施， 除了涉及公共安全、 特种行业之

外， 都应该拿到营业执照以后就可以正常

经营。 政府的监管部门可以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

宽进就要严管。 监管要把规则公开透

明，让被监管者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

什么。 监管不能搞选择性监管、任性监管。

要形成一种放和管结合的有效的制度性安

排。

多措并举继续保障重点人群就业

《人民日报》记者：去年以来，一些企业

存在裁员的情况， 有的内外资企业开始向

境外转移。 同时也有一些企业反映，他们想

招一些合适的技术工人却很难。 政府将采

取哪些政策措施来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李克强：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业会

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我们每年城镇需

就业的新增劳动力1500多万， 未来几年不

会减， 而且还要给几百万新进城农民工提

供打工的机会。 今年我们确定要确保新增

城镇就业人数在1100万人以上， 并要力争

实现去年的实际规模， 也就是1300万人以

上的就业。 所以，我们把就业优先的政策首

次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列为宏观政策。

我们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首

先是要保就业，不让经济滑出合理区间，就

是不能出现“失业潮”。 我们要多措并举，对

一些重点人群要继续努力保障他们就业，

像大学毕业生、复转军人、转岗职工等。 今

年的高校毕业生又达834万， 比去年还多，

创历史新高。

政府工作报告主要讲了保障城镇新增

就业，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农民工就业。

中国现在有2.8亿多农民工， 农民工的身后

可以说有无数家庭的期待。 讲到这里，我就

想起几年前到我国东北一个中型城市的建

设枢纽工地上去考察， 有一个印象至今挥

之不去。 在寒冷的天气里农民工在施工，其

中有一位农民工跟我岁数差不多大， 我和

他对话，他就希望一条：多加班，多挣钱。 我

说为什么？ 他说他的一个孩子考上了重点

大学，他要挣钱使孩子安心学习，并且学习

好。 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他对下一代、对未

来的期待。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 这40

年来有如此巨大变化， 教育的确起了巨大

支撑作用。 所以我们要善待农民工，不仅要

给他们提供打工的机会， 而且要保障他们

应有的所得。

《中国日报》记者：从去年开始，国内消

费增速出现了持续下滑的态势， 但同时我

们也看到， 有上亿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到海

外去消费。 政府将出台什么措施来进一步

提振国内消费？

李克强 ：

的确，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

消费出现了增速放缓的趋势。 消费和民生

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我们需要合理

的投资规模和消费增长。 当然消费需要有

收入支撑，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消费当

中确实还存在着不少堵点和障碍， 应该去

解决。 这样有利于消费， 也有利于改善民

生。

比如， 这几年公路运输和出行不断增

加，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两年内要基本取消

省界高速公路收费站，大家都很赞成。 这样

做有利于解决拥堵问题， 也有利于相关产

业发展。这个目标我们要确保完成，同时我

们要求有关部门力争提前实现。

又比如，网络的提速降费，这几年我们

连续在推进，这有利于消费者，也有利于产

业的发展。 今年要在过去的基础上移动网

络流量资费再降低20％。 我让有关方面测

算，他们预计要让利1800亿元给消费者。 我

还要求他们必须做到可以“携号转网”，这

样可以倒逼清理那些不明不白的套餐，让

我们的企业改善服务， 也促进产业本身提

质升级。

再比如， 我们今年要再降低一般工商

业电价10％，这不仅让工业企业受惠，商业

企业也同样受益。 现在电商有上千万家，6

亿多消费用户，电商是24小时营业的，我去

看过，他们说计算机耗电的费用压力不小，

降低电价就可以让利给消费者， 也可以促

进产业发展，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其实，

消费当中还有很多制度性的堵点应当消

除，或者说减少，这可以激发消费的潜力、

市场的活力、社会的创造力。我们有关方面

要眼中有活，做明白人、办贴心事。

谈营商环境

办企业拿

营业执照的时

间今年要力争

降到

5

天，有的

地方可以降到

3

天。

谈促进就业

保持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

间， 首先是要

保就业 ， 不让

经济滑出合理

区间。

谈医疗保障

遇到大病

靠自己扛是很

难的 。 所以政

府和社会要共

同出力， 缓解

这 个 民 生 之

痛。

谈提振内需

消费当中

还有很多制度

性的堵点应当

消除， 或者说

减少 ， 这可以

激发消费的潜

力、 市场的活

力、 社会的创

造力。

谈小微企业

小 微 活 ，

经济 才 活 ，就

业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