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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华民族向来不畏艰难险阻，当代中国人民有战胜任何挑战的坚定意志和能力。我们要迎难而上，锐意进
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发行 1 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今年的政
本版文字均据新华社
府工作报告推出一系列政策，让全国人民增强了信心。

GDP增速
不设定GDP增长目标是负责任做法
GDP 增速目标，这个历年最受关
注的经济指标之一， 没有出现在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综合研判形势，对疫情前考虑的预
期目标作了适当调整。这个形势，主要
是全球疫情蔓延、 世界经贸形势带来
的未来不确定性很大。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大学教授金
李说， 我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未
有。中国经济已经深入融入全球经济，
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蔓延。 在这样的非
常时期，各种不确定性夹杂在一起，不

设定 GDP 增长目标， 是实事求是、负
责任的做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 如果贸然设
置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 或者为了达
成目标而采取不切实际的行动， 由此
可能造成的一系列副作用， 更得不偿
失。 一些代表委员接受采访时说， 没
有 GDP 增长硬指标的约束， 地方政
府能更集中精力做好“六稳” 工作、
落 实 “六保 ” 任 务 。 中 国 经 济 的 成
色， 决不会因 GDP 增速不设具体目
标而“
褪色”。

抗疫
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我国将
发行 1 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根据 当 日 提交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大
三次会议审查的预算报告， 抗疫 特
别国债主要用于地方公共卫 生 等基
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 ， 并 预

留部分资金用于地方解决基层特殊困
难。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财政科学研
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 发行抗疫特别
国债， 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 将有
效拓展财政政策空间， 积极对冲疫情
影响。

减税降费
企业新增减负超2.5万亿元
今年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
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 新增减税
降费约 5000 亿元。 前期出台 6 月前到
期的减税降费政策， 包括免征中小微
企业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
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 免征公共
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娱乐、文化

体育等服务增值税， 减免民航发展基
金、港口建设费，执行期限全部延长到
今年年底。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
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 预计全年为
企业新增减负超过 2.5 万亿元。 要坚
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 留得青
山，赢得未来。

就业
低收入人员社保费可自愿缓缴
千方百计 稳定 和 扩大就业 。 加
强对重点行业、 重点群体就业支持。
今年高校毕业 生达 874 万 人 ， 要促
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 高校和属地
政府都要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 。
做好退役军人就业保障。 实行农民
工在就业地平等享受就业服务政策。
帮扶残疾人、 零就业家庭等困难群

体就业。 我国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
就业人员数以亿计， 今年对低收入
人员实行社保费自愿缓缴政策， 涉
及就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取消。
资助以训稳岗， 今明两年职业技能
培训 3500 万人次以上， 高职院校扩
招 200 万人 ， 要 使 更多 劳 动 者长 技
能、 好就业。

消费
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
推动消费回升。 通过稳就业促增
收保民生， 提高居 民 消费 意 愿 和能
力。 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
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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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融合。 发展养老、托幼服务。 改造提
升步行街。 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
展农村消费。 要多措并举扩消费，适
应群众多元化需求。

投资
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 拓展5G应用
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75 万亿元， 比去年增加 1.6 万亿元，
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
例， 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 6000 亿元。
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
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主要是：加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新一代信息
网络，拓展 5G 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

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
业升级。 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提
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 以适应
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
求。 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9 万
个，支持加装电梯，发展用餐、保洁等
多样社区服务。 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
工程建设。

脱贫攻坚
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
成的硬任务，要坚持现行脱贫标准，强
化扶贫举措落实， 确保剩余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 健全和执行好返贫人口监
测帮扶机制，巩固脱贫成果。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加大剩余
贫困县和贫困村攻坚力度， 对外出务

工劳动力，要在就业地稳岗就业。 开展
消费扶贫行动， 支持扶贫产业恢复发
展。 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深化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 扶
贫。 强化兜底保障。 搞好脱贫攻坚普
查。 接续推进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全力让脱贫群众迈向富裕。

教育
扩大高校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招生规模
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
有序组织中小学教育教学和中高考工
作。 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县城学校
建设，办好特殊教育、继续教育，支持
和规范民办教育， 帮助民办幼儿园纾

困。 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扩
大高校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招生 规
模。 要优化投入结构，让教育资源惠及
所有家庭和孩子， 让他们有更光明未
来。

社保
对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
加大基本民生保障力度。 上调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提高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全国近 3 亿人领
取养老金，必须确保按时足额发放。 完
善退役军人优抚安置制度。 做好因公
殉职人员抚恤。 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
围， 将参保不足 1 年的农民工等失业

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 扩大低保保
障范围，对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将
符合条件的城镇失业和返乡人员及时
纳入低保。 对因灾因病遭遇暂时困难
的人员，都要实施救助。 要切实保障所
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保民生也必将
助力更多失业人员再就业敢创业。

开放
筹办好第三届进博会
促进外贸基本稳定。 围绕支持企
业增订单稳岗位保就业， 加大信贷投
放，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降低进
出口合规成本，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
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 提升国
际货运能力。 推进新一轮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试点。 筹办好第三届进博会，发
展更高水平面向世界的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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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利用外资。 大幅缩减外资准
入负面清单， 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
清单。 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开放
自主权，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在
中西部地区增设自贸试验区、 综合保
税区，增加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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