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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电商扶贫实训店。

“咱的梨，一定会越卖越好的！”
72岁的山西隰县习礼村原党支部书
记闫云海最近总是喜欢在村口的小
广场上和村民们念叨。

老闫所在的隰县，位于山西省西
南部，因历史厚重，素有“河东重镇、

三晋雄邦”的美誉。在历史和自然风
光秀美的另一面，隰县是个国家级贫
困县。同时，隰县也是一个果业大
县，80%的农业收入来源于果树，梨
果是隰县百姓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
尤其是因皮薄、肉细、核小、可食率

高、含糖量高而被称为“中国大美梨”
的玉露香梨。

老闫虽然种梨在行，但对供应
链、品牌这些概念几乎是一窍不通。
再加上近年来玉露香梨在隰县越来
越多的村推广种植，规模快速扩张，
产业脆弱性和风险也在增加，香梨的
发展就此遇到了瓶颈。

2018年，苏宁投入近500万元，联
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在隰县选定了6
个村为玉露香梨“互联网+扶贫”建设
示范村，进行定点扶持，其中就包括
习礼村。苏宁以“农民专业合作社”
为组织载体，依托各自在产业运营、
商业资源、品牌公信力等方面的资源
优势，围绕技术推广示范基地打造、
品控管理、生产服务、贫困户带动、品
牌建设等方面, 在全面提升玉露香梨
产品竞争力和培育新产品上，为村民
提供全方位的帮扶。苏宁还把在全
国首创的O2O造血扶贫新模式——

扶贫实训店开到隰县，通过线上的苏
宁易购中华特色馆隰县扶贫馆，苏宁
将深入隰县农产品的“上行”通道，进
一步引导和拉动以玉露香梨为代表
的当地农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通过
发展农村电商来帮助隰县实现脱
贫。在苏宁的帮助下，玉露香梨的销
路有了保证。

据悉，作为一家签订了全国农村
电商扶贫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民营
企业，苏宁从长远谋划、细处着眼，依
托自身智慧零售模式优势与资源能
力，在线上平台首页设置“助农扶贫”
的独立入口、独立频道，在线下依托
苏宁扶贫实训店、苏宁易购直营店、
苏宁易购零售云加盟店、苏宁小店、
苏鲜生等业态及服务网点，形成了

“一二三四五”精准扶贫战略，全力推
动“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助力
脱贫攻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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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依托智慧零售模式在黄土高坡造血扶贫

信号1
增加市场主体活力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要实施大
规模的减税降费。全年减轻企业税
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财政厅
厅长戴运龙说，减税降费是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
于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短期来看，减税降费会对各级
财政带来压力，但长远来看，将助力
经济转型升级。

信号2
积极促进就业创业

根据预算报告，中央财政就业
补助资金安排 538.78 亿元，增长
14.9%。将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小微
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分别提
高至15万元和300万元。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瑞金市
市委书记许锐说，实现稳就业，需要
财政、人社、税务、金融等部门共同
发力，构建协调、高效的服务体系。
既要落实普惠性政策，也要重视重
点群体和关键领域的有效帮扶。

信号3
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安排全国
财政赤字 27600 亿元，比 2018 年增
加3800亿元，赤字率由2.6%适度提
高到2.8%。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
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适度提高
赤字率是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
体现，有助于通过财政手段激发经
济活力，更好引导企业预期，增强市
场信心。

信号4
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新增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30800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9300亿元、专项债务21500亿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
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说，今年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较上年大幅增加，
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可
以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规范
举债的“前门”开好。与此同时，高
度重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堵
住违法违规举债的“后门”。

信号5
发挥投资关键作用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中央基建

投资安排5776亿元，比2018年增加
400亿元。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
景明说，今年要重点发挥投资关键
作用，加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基
础设施建设。要在支出项目、资金
使用上加强管理，避免资金不到位、
不及时等问题。

信号6
提升“老有所养”保障水平

根据预算报告，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平均约 5%的幅度提高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标准。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表
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社
保方面支出的增幅，高于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增长水平，是着力
保障民生的重要体现。

信号7
聚焦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中央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安排1260.95亿元，增
长 18.9%，增量主要用于深度贫困
地区。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原平
市子干乡子干村党支部书记栗翠
田说，中央财政对脱贫攻坚加大
精准投入，对专项资金的科学分
配、高效使用和全程监管提出了
更高要求。

信号8
进一步推动创新能力建设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科技支出安排9134亿元，
比2018年执行数增长9.7%。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
泽彩表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关
键要更好发挥创新引领作用。科技
领域是财政支出近年来发力的重要
方向，支出规模逐年加大，进一步推
进了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信号9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教育支出 34800 亿元，比
2018 年执行数增长 8%。中央财政
支 持 学 前 教 育 发 展 资 金 增 长
13.1%，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
专项资金增长26.6%。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
副校长戴立益说，今年国家财力虽
然紧张，对教育的投入却继续增加，
充分表明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发展
有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才能托起未
来的希望。

信号10
政府要过“紧日子”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要大力压
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预
算。中央财政带头严格管理部门支
出，一般性支出按照不低于5%的幅
度压减。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杨志勇认为，2019年财政支出
需要扩大，并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
费，政府要过“紧日子”，通过压缩一
般性支出，优化支出结构，用于保障
重点领域投入。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两会视点

“国家账本”传递
今年国计民生十大信号

两会好声音

左图：全国人大代表、神华包头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贾润安认
为，环境就是民生。不解决污染问题，就不是全面小康。

右图：游客在内蒙古包头市一处由太阳能光热利用项目供热的温室
里观赏绿植（2018年1月24日摄）。近年来，包头市大力推广使用太阳能
光热利用项目，与燃气供热、电供热结合形成能源互补，实现了低成本、减
排放、降能耗的绿色发展格局。 新华社发

全国人大代表贾润安：
环境就是民生

两会连线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
增”“基本民生投入确保只增不
减”——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两项实打实、硬碰硬的承诺。“增”

“减”之间，体现了激发活力、促进
健康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彰显保障
民生、增加人民福祉的指向。

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我
国有上亿市场主体，而且还在不断
增加。当前我们面对的是经济转
型阵痛凸显的挑战。一些企业面
临较大经营压力，税费负担减一
分，他们的活力就会加倍释放。“放
水养鱼”，成长壮大后的市场主体
将有效提升经济社会运行活跃度，
增强财政可持续能力，促进稳增
长、保就业、调结构目标实现。

对人民群众来说，民生保障多
一分，就会收获更多幸福感。今年
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的情况下，

政府工作报告对民生工作做出细
致安排。教育、医疗、社保……织
牢织密民生保障网，能为日后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更多动力，与减税降
费的最终目标一致。

“减”是改革，“增”也是改革。
各级政府在开源节流保证财政可
持续、压减经费过紧日子的同时，
还要不断创新民生工作方式，全力
以赴、尽力而为，满足群众多层次、
多样化需求，尽力为群众救急解
困、雪中送炭，基本民生的底线要
坚决兜牢。

“只减不增”“只增不减”这一
实打实的硬承诺，结合经济社会发
展特点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将
成为全面提升发展质量、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期待的有效抓手。

记者 段 续 刘怀丕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增”“减”之间
凸显发展指向

两会时评

3月5日，
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开
始审查预算报
告。这份厚厚
的“国家账本”
传递出哪些关
乎国计民生的
重要信号？

上图：3 月 5 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开幕。这是天安门广场
上红旗飘扬。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 摄

下图：代表在认真听会。
新华社记者 丁 林 摄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瑞金市市委书记许锐

“越是外部环境复杂、困难挑战众多，越是要集中精力
办好自己的事情。”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淮安市市长蔡丽新

“推进高质量发展就要紧抓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科技
创新要耐得住寂寞，研发出来的东西虽然可能不是马上就能用
上，但现在就要为将来做好准备。”

——全国人大代表、奥盛集团董事长汤亮

“太空探索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我们将逐步把科学数据向
全世界开放，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