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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一定会
继续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018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
形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6%，总量站上 90 万亿元新台
阶，交出一份稳中有进的成绩
单。

何立峰表示，从主要经济指
标、就业、脱贫看，中国经济运行

“稳”字突出，总体呈现出“稳中
有进”的态势。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力度前所未有，进展平稳顺
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的
更大进展；营商环境有更大进步
和改善。

“在去年经济下行压力大、
全球经济波动比较剧烈的情况
下，中国能交出这份成绩单，确
实非常不容易。”何立峰表示，相
信中国经济一定会继续保持稳
中有进的态势，实现今年预定发
展目标。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有必要
也有可能。”何立峰说，我国拥有
近14亿人口，市场主体据不完
全统计达1.1亿户，“这就说明中
国有庞大的生产资料消费市场，
也有非常庞大的生活资料消费

市场。”
谈到中国经济新变化，他

说，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非常快，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
造业改造升级潜力巨大，新型城
镇化正在加快发展，城乡居民消
费水平、消费能力、消费意识不断
增强。相信通过深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认真落实好“巩固、
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不断
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国内市场就会越来越强大。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充分发
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
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为经
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201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 76.2%。宁吉喆说，
我国消费持续扩大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今年将落实好促进汽
车、家电、信息和养老服务等多
方面消费的政策措施，并通过简
政减税降费、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等进一步促进城乡居民增收。

他说，要促进实物消费升
级，推动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继
续执行新能源汽车购置优惠政
策，加快开展5G商用部署等。同
时，要促进服务消费扩大，发展
壮大旅游产业，扩大文化娱乐消
费的好势头，拓展体育健身健康
消费新空间。

进一步打开民营企业参与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门

谈到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
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连维良
说，首先要打开“进”的大门，在
重点领域混改，鼓励社会资本进
入；在完全竞争领域混改，允许
社会资本控股。围绕“完善治
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
率”，推进所有混改企业能够真
正构建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实现国有资本和各类社会资本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提高“改”
的质量。

连维良说，要平等保护各类
股东产权和合法权益，真正做到
各类股东按资说话、依股行权，保
障“在”的权益。还要畅通“退”的
通道，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既让各种社会资本能够有序进
入，同时也能够依法退出。

促进民间投资
平稳健康发展

何立峰表示，2018年民间投
资增长幅度是8.7%，比整个投资
增长幅度高2.8个百分点，民间
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继
续保持在60%以上的水平。

他说，我国正采取降低准入
门槛、扩大准入空间等一系列措

施，促进民间投资平稳健康发
展。同时，也要严防各级政府投
资形成新的债务，严格防止“半
拉子”工程。

“不能搞‘大水漫灌’，要突
出精准投资，实现产业政策精准
调控，拉动和撬动社会资本主要
是民间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投
资。”何立峰说。

让诚信成为企业
和个人的“可变现资产”

当前，全社会对信用建设的
关注程度、接受程度、重视程度
越来越高。连维良表示，要从根
本上扭转失信问题高发态势需
要标本兼治，下一步将着力加大
失信联合惩戒力度、拓展守信联
合激励、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
型监管机制。

他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凝聚社会合力，及时对严重失信
行为“亮剑”，加大跨地区跨部门的
联合惩戒力度，使相关市场主体不
敢失信、不能失信、不愿失信。

他说，今年还将重点完善“让
守信者处处受益”的体制机制。
大力推动信用惠民便企，广泛推
广信易贷、信易租、信易游、信易
行、信易批等信用创新产品和服
务，让诚信成为每个企业和个人
的“可变现资产”。 据新华社电

有了政府“紧日子”
就有百姓“好日子”
□新华社评论员

“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

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一

番话，闻之暖心，发人深省。

为人民谋幸福，从来都是实

打实的。正所谓“足国之道，节

用裕民”，党和政府过紧日子，意

味着精打细算，把钱花在刀刃

上，把更多“真金白银”投入到高

质量发展和民生事业上来，让人

民 群 众 更 多 分 享 改 革 发 展 成

果。翻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一边是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

费负担近 2 万亿元、数十项惠民

举措等众多利好，一边是中央财

政一般性支出压减5%以上、“三

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等安排。

这样的对比，生动诠释了“紧日

子”与“好日子”的内在关系：政

府会过“紧日子”，家家户户的

“小目标”就更有希望实现，老百

姓的“好日子”就更有奔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

终绷紧“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这根弦，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要“牢固树立过紧日

子思想”。“紧日子”里有为民情

怀，让百姓日子更红火就是共产

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紧日子”

里有忧患意识，清醒看到现实难

题、发展短板，就会多一点自警

自励，多一些未雨绸缪；“紧日

子”里有弥足珍贵的精神力量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

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优良作风。

从小小红船到逼仄窑洞，从

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

披荆斩棘的改革开放之路，我们

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并发展壮

大起来的，党心民心也是在艰苦

奋斗中凝聚起来的。

今天，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突

破 90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各

方面的物质条件也越来越好，但

不能忘了，我国依然是世界最大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挑战不

少，要办的大事难事还有很多，

决不能大手大脚、肆意挥霍。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

俭破由奢。”铺张浪费、奢靡享

乐，糟蹋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

会侵蚀人的精神世界。不论我

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

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的传家宝永远不能

丢，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精气

神永远不能改！各级干部甘于

过“紧日子”，用自己的辛苦指数

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就是一种

奉献，一种担当，一种开创未来

的信心与力量！

“紧日子”有意义，那是为民

的初心；“好日子”有滋味，那是

幸福的味道。与人民心心相印、

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

斗，就在“紧日子”与“好日子”的

同频共振之中……

中国经济一定会继续保持稳中有进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回应中国经济热点问题

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6日在梅
地亚中心举行记者
会。国家发展改革
委主任何立峰和副
主任宁吉喆、连维良
围绕“大力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主题回
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
峰6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记者会上表示，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围绕落
实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各项工作，抓紧细化具体工
作方案。下一步将从创建国际
科创中心、落实好便民措施等方
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日前正式公布。何立峰说，
目前“1+N”规划体系、“1+N”政
策体系的顶层设计正按照部署
抓紧推进。

何立峰表示，要进一步加大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创
建力度。一个是河套地区，要加

快规划，主要是深圳方面配合香
港方面，时机条件成熟以后推进
建设；另一个是横琴，珠海方面
要密切配合澳门方面，加快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同时，要建设国
际水平的“广州－深圳－香港－
澳门”科技创新走廊。三地密切
配合，将产生“1+1+1远远大于
3”的效果。

何立峰说，还要重点推进有
利于港澳居民进出内地和到内
地发展的便利措施。比如，在跨
境车辆进出、人员进出、海关通
关便利等方面，特别是在港澳青
年到广东就业创业方面，要提供
更好的便利。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
吉喆6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记者会上表示，我国将在农
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领域
推出更加开放的措施，允许更多
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

宁吉喆说，目前已启动了再
次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工作，在去年已较大幅度放宽市
场准入的基础上，今年将进一步
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继
续在自贸试验区进行扩大开放
的先行先试。

他介绍说，今年还将发布新
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扩
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充分发
挥外资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

兴产业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中
的作用。

在谈到外资准入前后都实
行国民待遇时，宁吉喆表示，我
国正全面清理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之外领域的对外资单独
设置的准入限制，确保市场准入
内外资标准一致；同时，推进在
政府采购、标准制定、产业政策、
科技政策、资质许可、注册登记、
上市融资等方面给予外资企业
公平待遇。

他介绍说，国家发展改革委
正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简化备
案等管理程序，开展重大外资项
目服务和推进工作。

据新华社电

加大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创建力度 将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

两会发布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等就“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答记者问。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