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博新闻社记者：
您如何看待现在的中美
关系，您对中美关系未来
的走向持何看法？您能否
简单谈及目前中美面临
的一些具体的冲突点？比
如贸易问题，什么样的贸
易协议中方可以接受，什
么样的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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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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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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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首达成了重要共识，
现在双方的磋商还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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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作为两大经济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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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应
该本着合作比对抗好，
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这
个原则去推动中美关
系， 包括经贸关系的发
展， 这样可以使两国人
民从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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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民生本身就是天大的事情，抓住重点难点问题一件一件去做

今年要提升大病保险报销标准

韩国东亚日报记者： 朝美领导人河
内会晤谈崩之后， 外界认为朝鲜有可能
正在准备恢复发射火箭， 朝鲜半岛局势
下一步发展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中方对
此如何看？中方为了劝和促谈，化解朝美
之间的分歧， 目前在发挥什么样的建设
性作用？

李克强：半岛问题解决起来不可能
一蹴而就。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比较
关注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 会晤后，双
方都表示要继续接触。 所以我认为，接
触总比不接触好。 我们还是要保持耐
心，要抓住机遇，特别是当前显现出的
积极因素，推动对话，特别是朝美对话，
实现大家都希望得到的成果。中国始终
坚持半岛无核化，希望保持半岛的和平
稳定，这个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解决
好半岛问题，不仅对北南双方，对地区、
对世界都有利。

改善民生 一老一小，发展社区养老托幼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网记
者： 我们注意到近几年中国政府
一直在着力改善民生， 但是在民
生领域也会听到一些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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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的过程当中持续地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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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引起我们更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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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养老托幼服务，这样可以做到就
近可及、普惠公平，只要安全可靠，
大家是欢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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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主要的力
量放在公正监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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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人、孩子、家庭都
放心安心。

就业问题 确保不出现零就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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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请问总理， 您将采取哪些政策措
施来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李克强： 我们每年新增城镇
就业劳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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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
希望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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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和货币政策不管是
减税、还是降低实际利率水平，在
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就业来进

行的。有了就业，才会有收入，才会
有社会财富的创造。

我们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首先是要保就业，不许经济滑出
合理区间，就是不让出现失业潮。我
们要多措并举， 对一些重点人群要
继续保障他们就业，像大学毕业生、
复转军人、转岗职工等。我们还要确
保不出现零就业家庭， 对那些容纳
劳动力比较多的企业要给政策优惠
支持。我们还要推动创新创业创造，
用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平台，来提
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农民工就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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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立法规，坚决打击
恶意欠薪的行为，确保农民工打工有
机会，而且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要看到
他们的身后是无数家庭的希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
者：我们注意到，老百姓看病难看
病贵、 享受不到优质医疗资源的
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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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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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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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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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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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保障 提升大病保险报销标准

两岸关系
让台胞享受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

东森新闻云记者：我想请教的是，今
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
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两岸引
起广泛关注。外界很关注大陆今年会具
体如何贯彻和落实。

李克强：两岸同胞同根相系，我们愿
意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 让台湾同胞在
大陆不论是投资兴业、就业就学、生活居
住，都能够享受到和大陆同胞同等待遇。
我们已经出台了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的“31条举措”，现在的问题是要
把这“31条举措”扎扎实实地落到位，而
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应当有新的举措。
因为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机遇， 走得越近
越亲，两岸关系的发展就会越好越实。我
们都希望能够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梦想。

朝鲜半岛问题
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从没变过

日本经济新闻社记
者：李克强总理您好。我
们知道， 中国是今年中
日韩领导人会议的主席
国， 您认为本次会议将
重点讨论哪些问题？您
认为中日韩FTA什么时
候能够签署？

李克强： 今年是中
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20
周年， 中方担任主席国，
我们会和日方、韩方共同
商讨会议的议题。 我认
为，议题中应当包括推动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特别
是在当前世界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推
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达
成一个全面、 高水平、互
惠的协定，对三方都有好
处。虽然现在日本和韩国
都对中国有比较大的贸
易顺差，但是我们还是愿
意进行平等的竞争，让消
费者有更多选择。 我相
信， 在这个过程中会实
现优势互补，各方得益。

■综合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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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并
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 图

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
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对三方都有好处

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并答问。两
个多小时的记者会， 总理回应了诸多民生热点难点问题，
每一项承诺，都与你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