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民生

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这是李克强在听记者提问。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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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提出用政府的“痛”换来企业的“顺”

70年房屋产权到期后可无条件续期

·

热点

●“时间有限，我们单

刀直入。”

● “这几年的实践可

以证明，中国经济‘硬着陆’

论可以休矣。我们会长期保

持中高速增长，并迈向中高

端水平。”

●“我们要给优质产品

‘点赞’，把不良奸商‘拉黑’。”

● “改革就是要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调动广大人

民的积极性，让群众得到实

惠， 为政之要就是要舍小

利、顾大义、顺民心。”

●“我们要通过‘互联

网+政务服务’，让群众少跑

腿、少烦心、多顺心。”

●“在前几年两会上，

曾有人展示了一个项目审

批‘万里长征图’，据说现在

变成百里了， 百里也不少

啊，还要继续推进。”

● “要向依法依规的

市场主体发出‘前行、前行、

再前行’的信号；向依靠劳

动创业创新者亮起‘可以、

可以、再可以’的绿灯；对那

些违法违规不良行为，就要

及时亮出黄牌，甚至出红牌

罚他下场。”

● “维护全球贸易的

自由化，这需要世界各国共

同努力，因为天下是天下人

的天下。”

● “亚太地区是地区

国家共有的家园， 我们不

希望、也不愿意看到冷战思

维下所谓‘选边站队’的事

情发生， 有什么事情按是

非曲直来说话， 总的还是

要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和

稳定。”

●“我重申：我们会继

续提供优惠，让台商、台湾同

胞和大陆一起共享发展的机

遇。终归我们是一家人。”

【中国经济】

6.5%的增长速度不低了

记者： 我们注意到这几年中国经

济的增长速度在持续放缓， 今年又把

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下调到6.5%左

右， 这是否会对世界经济造成不利的

影响？

李克强：其实，增长6.5%这个速

度不低了，也很不容易。我曾经在中国

少林寺陪同外宾看过武僧表演， 几岁

的小武僧一口气翻十几个跟头不费

劲， 而练过十几年武功的青年武僧翻

三五个跟头就了不得了， 主要是块头

大了。 如果今年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目

标，增量比去年还要大，中国仍然是世

界经济复苏乏力情况下推动全球增长

的重要力量。

至于风险，今年世界经济政治不确

定的因素很多， 这是很大的外部风险。

对中国来讲， 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中

国金融体系总体是安全的，不会发生系

统性风险。 我们是有能力防范风险的，

当然，我们在中高速行进当中也会系紧

安全带，不会让风险“急性发作”。

【房屋产权】

可续期，不需申请，无前置条件

记者：今年两会前夕，中国政府网

联合27家网络媒体共同发起“我向总理

说句话”建言征集活动，到目前已有2131

万网友投给了“房屋产权70年到期后怎

么办”，国家准备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李克强：中国有句古话：有恒产者

有恒心。网民们实际上也是群众，对70

年住宅土地使用权到期续期问题普遍

关心可以理解。 国务院已经要求有关

部门作了回应，就是可以续期，不需申

请，没有前置条件，也不影响交易。国

务院已经责成相关部门就不动产保护

相关法律抓紧研究提出议案。

【减税降费】

政府过紧日子，让企业轻装上阵

记者： 现在一些企业抱怨税费负

担过重，辛苦半天也挣不了多少钱。您

对此怎么看？

李克强： 我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用了很多篇幅也提出了许多措施来强

调，今年要推进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

特别是那些名目繁多、 企业不堪重负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这些收费是有用

途的，有的是用来“养人”的，减少收费，

那政府就要过紧日子。我明确提出，中

央政府要带头， 一律减少一般性支出

5%以上。我们就是要用政府的“痛”换

来企业的“顺”，让企业轻装上阵，提高

竞争力。 我们还要通过像降网费、电

费、物流成本等措施，力争今年减税降

费能够达到万亿元人民币。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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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莹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

记者提问。

记者： 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当中， 您首次提到了

“港独”问题，指出港独是

没有出路的， 这是否意味

着政策上会有什么变化？

比如在落实“一国两制”这

个原则问题上是否会更加

强调“一国” 而弱化“两

制”？或者以后中央对香港

的支持会减少？

李克强： 对“一国两

制” 的方针要全面理解和

执行， 我在政府工作报告

当中已经说了，“一国两

制”的实践要不动摇、不走

样、不变形。至于说支持香

港发展， 中央政府会不断

地加大力度， 会继续出台

许多有利于香港发展、有

利于内地和香港合作的举

措。 比如说去年我们出台

了“深港通”。我们准备今

年在香港和内地试行“债

券通”，也就是说允许境外

资金在境外购买内地的债

券，这是第一次。香港是近

水楼台先得月， 这有利于

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

地位， 有利于香港居民有

更多的投资渠道， 从而受

惠， 有利于香港的长期繁

荣稳定。

【雾霾治理】

蓝天不会也不该成为奢侈品

记者：这几年雾霾成了百姓心

中的一个痛点，怎么样才能让持续

的蓝天不再是奢侈品呢？

李克强：我在政府工作报告当

中讲了五条措施，会坚定地向前推

进，真正打一场“蓝天保卫战”。

我们治理雾霾重点对着燃煤、

尾气排放、扬尘等，但今年我参加两

会讨论的时候，有科学家说，除此之

外还有很重要的因素， 雾霾的形成

机理我们还没完全搞透。我想明确，

国家为此将设立专项基金， 不惜重

金组织最优秀的相关科学家攻关，

抓紧把雾霾形成的未知因素找出

来，使我们治理雾霾更加有效。

大自然的阴晴风雨不是人类

能支配的，但是我们可以支配我们

的行为， 可以转变我们的发展方

式。雾霾要治理，蓝天在未来不会

也不应该成为奢侈品。

【就业问题】

不会出现大规模群体性失业

记者： 我们看到在政府工作报

告当中您特别提到今年我国的就业

压力加大。 今年会不会出现群体性

的失业问题？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所提

的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当中，有

一项是抬高的，那就是今年我们要

新增城镇就业1100万人，比去年的

目标增加100万人。 我们之所以要

有6.5%左右的经济增速，稳增长主

要还是要保就业。

我们要营造有利于创业就业

的环境，不是靠政府去提供“铁饭

碗”， 而是让人民群众用劳动和智

慧去创造或者说打造“金饭碗”。

我们完全有能力扩大就业，不

会也不允许出现大规模群体性失

业，对于一时不能就业、生计没有

着落的群众， 政府会负起责任，保

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谈经济

谈“一国两制”

谈国际关系

记者： 美国国务卿蒂

勒森先生从今天起访问日

本，之后他还要访问中国和

韩国。外界认为此访的重点

之一是讨论朝鲜半岛问题。

当前， 朝鲜继续试射导弹，

导致东北亚局势非常紧张。

在此背景下，中国打算采取

什么样的措施和行动来缓

解紧张的地区局势？

李克强： 中国在朝鲜

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

的、一贯的，坚持实现半岛

无核化， 坚持维护半岛的

和平稳定， 坚持通过对话

协商解决问题。 我们希望

的是，各方共同努力，把紧

张的气氛降下来， 使大家

都回到对话的轨道上来，

最终解决问题。按常理说，

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家门口

整天闹个不停。

【朝鲜半岛】 谁也不愿自己家门口整天闹个不停

记者： 中国对于一个

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关系

的底线是什么？

李克强： 特朗普总统

当选以后，习近平主席和特

朗普总统通了电话，两位元

首都表示要共同推进中美

关系向前发展。特朗普总统

和美国新政府的高官也都

明确表示，要坚持一个中国

政策，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

基础，不是风云变幻能够动

摇的，也动摇不得。

中方希望，中美关系不

管有什么样的坎坷，还是要

向前走、向好处走。中美两

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我

们有智慧来管控分歧，我们

有需要也有条件来扩大共

同利益。 ■据新华社

【中美关系】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动摇不得

准备今年在香港和内地试行“债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