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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热点

两个“1万亿元”，有何特殊深意？

据新华社电

财政赤字规模增加1万

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发行1万亿元。 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出炉，两个“1万亿元”

就迅速占领各大媒体头条，格外打眼。

有人算了笔账： 新增1万亿元后，今

年赤字达到3.76万亿元，加上1万亿元抗

疫特别国债，约占中国GDP总量4.1%。

国内专业人士分析， 除了赤字和抗

疫特别国债的4.76万亿元， 报告还提到

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

合计下来， 这些政策总规模按小口径计

算约8.5万亿元。

为何要举债？ 钱花到哪去？ 怎么花

好？ 特殊之年，这些都是打理好“国家账

本”的必答题。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020年， 既有决战脱贫攻坚的硬任

务， 又有疫情冲击下保就业稳民生的硬

需求， 还要为实体经济减负， 努力扩内

需、促创新、补短板……每项工作都不容

有失，每项工作却都“花费不菲”。

而另一个事实是，国家“钱袋子”今

年也比较紧张。

-14.5%， 这是今年前4个月的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

一些地方财政捉襟见肘， 部分出现

了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困

难情况。

解决“钱从哪里来”，是中国必须面

对的挑战， 也是全球遭受疫情冲击国家

都需解答的“难题”。

特殊时期要有特殊举措。

两个“1万亿元”，正是对冲经济社会

风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的体现。

一定有人疑惑， 为什么要选择扩大

赤字和债务规模这一政策工具？

全国政协常委张连起认为， 扩大内

需、激发市场活力，结构性财政政策比总

量性货币政策效果更明显。

“这些政策各有侧重、 协调配合、综

合发力， 可有效对冲疫情造成的财政减

收增支影响，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

费、扩内需。 ”他说。

资金坐着“直通车”直达市县基层

有了资金来源，花到哪里非常重要。

几万亿元的资金和百姓有啥关系？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说，两个“1万亿

元”全部转给地方。

具体讲， 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将建

立，让资金坐着“直通车”直达市县基层、

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

民生、保市场主体，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抗疫特别国债的用途“顾名思义”

———主要用于地方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

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

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是首次， 但特

别国债并非新鲜事物。 我国曾在1998年

和2007年分别发行过2700亿元和1.55万

亿元的特别国债。

所谓“特别”，就是为特定目标发行，

具有明确的用途。

特别国债不计入财政赤字， 纳入国

债余额限额。 此次1万亿元的规模，发行

期限将以10年期为主， 与中央国债统筹

发行。

至于3.7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既可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又能支持

重点在建项目和补短板工程。 以5G为代

表的新基建、新一代信息网络、智能充电

桩、 新能源汽车、 新消费等都能从中受

益。

这里， 想到财政部部长刘昆22日在

“部长通道”上算的一道加减题：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0270

亿元，支出247850亿元。 一收一支，多出

来的6万多亿元就是今年增加的支出所

在，也是两个“1万亿元”等特殊安排的特

殊用意。

我国赤字率“一直是相对较低的”

2020年， 新增1万亿元赤字规模后，

财政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 创下历

史新高。

有人又担心了， 今年赤字率可是突

破了所谓的3%“国际警戒线”， 安不安

全？ 可不可行？

说起这事，业内一直有争议。

3%的赤字率“国际警戒线”说法，主

要源于欧盟对成员国的财政准入条件，

财政赤字须低于GDP的3%，政府债务余

额必须低于GDP的60%。

不过，欧盟也认同，成员国面临严重

经济衰退时不受此限制，短暂超过3%也

是允许的。

事实怎样呢？

关注世界经济的人会发现， 近年来

主要发达国家的赤字率经常突破3%，高

的达到两位数都不奇怪。尤其今年，受疫

情和世界经贸形势影响， 全球财政赤字

率和公共债务水平明显上升。

据IMF预测，2020年全球平均财政

赤字率将由2019年的3.7%上升至9.9%，

比国际金融危机时的峰值还要高。 举例

看， 美国赤字率将由5.8%升至15.4%，法

国由3%升至9.2%。

专家指出，每家有每家的具体情况。

在如今的复杂变局下，很难将3%的赤字

率视为国际通行标准。

客观上讲， 每个国家应该有符合自

己实际的赤字率警戒线， 综合考虑经济

发展、物价水平、债务余额、政策取向等

情况，以此衡量债务水平的高低。

“我国赤字率和政府负债率在世界

经济体中一直是相对较低的， 适当提高

赤字、扩大债务是有可行空间的，风险也

是可控的。”恒大研究院原院长助理罗志

恒说。

“真金白银”来之不易，要坚决管好

用好。

铺张浪费的钱绝不该花， 没有绩效

的钱绝不该花，花了就要依法依规问责，

还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一句话，节用裕民。“钱袋子”紧了，

政府就要过“紧日子”，花钱就要精打细

算，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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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对

中国制造而言并不寻常。一边，国际疫情

持续蔓延，制造企业面临着稳产达产、订

单交付等众多考验；一边，数字化浪潮加

速袭来，既是难得机遇也有非常挑战。

政府工作报告在对推动制造业升级

进行部署的同时，有关提振消费、扩大有

效投资、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一系列举

措，同样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制造如何守住既有优势， 怎样

拓展新空间？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守好制造优势

经济生产环环相扣， 产业链供应链

是重要支撑点。疫情下，不少制造企业感

受到了来自其中的压力。 稳定产业链供

应链，成为保生产、化风险的关键。

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保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让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

事长兼CEO杨元庆感触颇深。

“我们和2000多家核心供应商合作，

一个节点出现问题，都或将影响全局。 ”

他说，三年来，联想供应链累计投入1亿

多美元， 构建全球共享的供应链网络平

台，为的就是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 天能集团董事局主

席张天任说，天能复工后，将防疫经验等

分享给上游企业， 并派工作人员上门指

导， 目的就是推动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复

工。

供应链影响着企业的生产， 也决定

着发展的主动权。 从布局本地配套到加

大力度走出去，疫情下，制造企业也在加

快产业链的整合。

“从成为世界工厂到在全世界建立

工厂， 制造企业要抓住世界制造格局调

整的机遇， 通过产业链的整合来提高效

率，赢得发展的主动权。”全国人大代表、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说， 印度模组整

机一体化智能制造产业园即将在今年投

产，未来还准备在非洲、俄罗斯等地继续

建设，加强供应链布局。

“一重本地配套比例已由原来不足

20%提升至52%。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一

重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文俊说，下

一步， 中国一重将加大与其他企业在科

研协作等方面合作力度，协同上下游，稳

住产业链，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发展。

畅通生产消费循环 拓展市场空间

工厂与市场紧密相连。提振制造业，

打通生产和消费很关键。“使提振消费与

扩大投资有效结合、 相互促进”“激发新

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政府工作报

告中一系列举措，旨在畅通经济循环。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印

发通知， 提出完善新能源汽车购置相关

财税支持政策、 畅通二手车流通交易等

措施； 工信部提出逐步降低流量资费水

平， 带动智能终端消费……消费侧的鼓

励政策加快带动生产运行。

多位经济领域的代表委员表示，企

业正积极调整，加大对国内市场的布局。

不久前，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柳工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光安走进直播间，

亲自上阵直播销售装载机、挖掘机，一场

下来订单总额达到1.3亿元。“疫情‘迫

使’制造企业更深入了解市场和客户。 ”

他说，通过网络直播展现领先技术、制造

实力、明星产品，是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的重要手段。

近日， 吉利汽车携手汽车产业平台

大搜车宣布共建数字化汽车直销网络，

通过大数据实现厂商与用户无缝连接。

加大与制造企业的合作， 更是很多零售

平台的选择。

全国人大代表、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

长张近东带来了关于发展C2M生产基

地的建议。“信息技术促进了个性化消费

趋势。 ”他表示，苏宁将对制造企业开放

数字能力，进行流量支持，共同拓展市场

空间。

借力信息技术 实现数字蝶变

抓住数字化机遇进行改造提升是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发展工业互联

网、推进智能制造、拓展5G应用……聚

焦数字升级， 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一系列

部署。

“疫情也加速了企业数字化‘觉

醒’。 ”张近东说，大力发展5G、工业互联

网将推动形成全新工业生产制造服务体

系，带来更多新的业态和模式。

“最近我和一些代表交流，发现怎么

通过平台把客户连接起来是大家共同的

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

孙丕恕说，疫情发生后，企业“抱团取暖”

的意识增强了， 构建或加入生态圈是当

下很多企业的选择。

“我们的生态链中有近百万家中小

企业，数百万的开发者和合作伙伴，只有

发挥创造力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才能

更好驱动整个生态链焕发生机。”全国政

协委员、 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建

议， 加快打造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新型

基础设施，大力推进智能云工程，加速产

业智能化。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院长刘多说， 我国正制定鼓励推动企

业“上云”一系列举措，加快数字基础设

施核心技术和应用技术协同攻关， 推动

创新链、

产业链、

资金链、

政 策 链

精 准 对

接。

挑战之下，中国制造如何“突围”？

———代表委员把脉制造业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