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政策策““工工具具箱箱””里里的的工工具具还还挺挺多多
既稳定信心又要及时出手，李克强淡定应对经济下滑担忧

有责任有能力

维护边境安全

记者：您如何回应中缅边境最
近发生的问题?

李克强：你问了一件让我感到
痛心的事情。在中缅边界我方一侧，
一些我国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了
损失，我首先要向遇难者家属表示
哀悼和深切的慰问。同时，我国政府、
外交部、军方都向缅方提出了严正交
涉。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坚决维护中
缅边境的安全稳定，坚决保护我国人
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据新华社

中日关系困难

根源在于历史观

记者：今年是战后70周年，我想
了解总理的历史观。另外到日本的中
国游客现在有所增加，在日本购买很
多东西，但是到中国的日本游客比以
前减少，日本的对华投资也减少，您
怎么分析这种现象？如何看待中国
在70周年的纪念活动，包括大阅兵给
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带来的影响？

李克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不仅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要
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目的是要
牢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悲剧，不能让历
史重演。当前，中日关系的确比较困
难，根子还是在于对那场战争、对历史
的认识和能否始终保持正确的认识。
如果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并且保持
一贯，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就有新的
契机，也自然会给中日经贸关系的发
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据新华社

二孩放开政策

正在全面评估

记者：去年出台实施了单独二
孩政策以后，社会上又出现了要求
全面放开二孩的声音，这在今年两
会上也是一个热点话题。全面放开
二孩会是我们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完
善未来一个确定的方向吗？如果是
的话，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李克强：你谈到人口政策，去年
我们已经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
现在正在推进，也正在进行全面的
评估。我们会根据评估的结果，也考
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
化的情况，权衡利弊，但是必须依照
法律程序来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

据新华社

明年全民阅读

仍将写进报告

记者：总理，您好。您之前提到
您最近一次网购经历是在网上买
书，我的问题与书有关。因为我们都
知道《政府工作报告》要写的东西很
多，每年都有变化，但是我们注意到
连续两年把“全民阅读”写入了《政
府工作报告》，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对
这件事那么看重？能否跟我们分享
一下您的读书感受？

李克强：书籍和阅读可以说是
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就我个
人的经历来说，用闲暇时间来阅读
是一种享受，也是拥有财富，可以说
终身受益。我希望全民阅读能够形
成一种氛围，无处不在。我们国家全
民的阅读量能够逐年增加，这也是
我们社会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十
分重要的标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
两次愿意把“全民阅读”这几个字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原因，明年还
会继续。 据新华社

3月1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答中外记者问。17个提问
涉及经济、反腐、环保、电子商务、对外关系等，经济问题不在少数。面对记者们对经济下行的担
忧，李克强不仅表示会“稳定市场的当期信心”，还透露如果市场有需要，“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
还比较多”，显示出对稳定经济增长的“强式”信心。

记者：中国政府已经将
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
期目标定在 7%左右，想要
实现一种新常态的经济增
长，这种增长虽然速缓，但
是质更优。您对中国坚持实
现速缓但质优的新常态增
长是否抱有信心?

李克强：我多次说过，
在新常态下，我们会保持中
国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如

果速度放缓影响了就业收
入等，逼近合理区间的下
限，我们会在稳定政策与稳
定市场对中国长期预期的
同时，加大定向调控的力
度，来稳定市场的当前信
心。我们这几年没有采取短
期强刺激的政策，可以说运
用政策的回旋余地还比较
大，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
还比较多。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
贵，李总理作为当家人显然
最清楚新常态之下保持高
速增长已不现实：中国目前
的经济总量已经有10万亿
美元，每年增长7%就基本
相等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
济规模。所以中央才着重

“稳定市场长期预期”。这应
该算是一次明确提醒：所谓
的稳定长期预期，就是要杜

绝大规模刺激的预期。
这并不意味着坐视不

管。李克强强调如果速度影
响到“就业”和“收入”的下
限，“工具箱里的工具还很
多”。第一，货币宽松还会继
续，降息降准还会继续出
现。第二，类财政扩张还会
继续。第三，充分调动社会
资本参与投资，医疗教育等
服务业开放将加大力度。

新常态下对经济增长有信心

解析：稳增长不会进行大规模刺激

总理记者会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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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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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去年中国的房地
产市场一直在下滑，所以很
多中国人都到海外去买房
子，当地房价随之被明显抬
高。请问总理，中国政府会
担心由此引发海外市场的
强烈反应吗?今年政府是否
会出台新政策来促进国内
房地产市场?

李克强：房地产市场有
其自身的规律，中国国土面

积辽阔，有特大城市和中小
城市、小城镇，情况各异，所
以我们要求强化地方政府
合理调控房地产市场的责
任，因地制宜，分城施策。中
国城镇化进程还在加快，中
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是刚
性的，我们鼓励居民自住性
住房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保
持房地产长期平稳健康发
展。

对房地产因地制宜，分城施策

对房地产的态度在去
年的记者会上已经明确，今
年继续强化。

从需求端来看，“因地
制宜、分城施策”。大部分
人口增长较慢、供需较为
平衡的城市已经先后放开
限购。

李克强强调“需求是刚
性的”，一方面表明房地产
市场不存在崩盘风险，另一
方面意味着对合理的刚性

住房需求必须支持，不能因
为控制房价就扼杀掉合理
的住房需求。预计下一步可
能继续在信贷政策方面有
所松动。

从供给端来看，继续实
行双轨制。政府继续保低
端，加快棚户区改造和保障
房建设，而中高端则交给市
场自发调节。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
凤凰财经等

解析：房地产不崩盘，信贷会松动

中国没有输出通缩，是“被通缩”

记者：近几个月中国
CPI涨幅一直维持在 1 . 5%

左右，今年 1 月更是只有
0 . 8%，所以我觉得中国已经
进入通货紧缩，所以有一种
说法是中国是全球通货紧
缩的输出者，对此您怎么
看?

李克强：关于通货紧
缩，国际上对这个提法有多
种解释，比较一致的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物价总水平持
续出现负增长。中国CPI或
者说物价总水平 1月份是
正增长，2月份涨幅比1月
份更高，所以不能说中国已
经出现了通货紧缩。虽然
中国现在的物价总水平
比较低，但并不是中国向
世界输出了通缩，你说叫

“输出者”，实际上我们是
“被通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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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提出“中国是否成
为 全 球 通 货 紧 缩 的 输 出
者”，问题非常尖锐，李克强
给出了否定回答，依据是“去
年我们进口了3 .1亿吨原油、
9.3亿吨铁矿石，量是增的，没
有跌，但是价格下来了，主要
是因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
幅度下跌”。

“被通缩”本就不是问
题，这涉及到世界经济大环

境的低迷。中国进口低价原
油、铁矿石，降低国内企业
生产成本，扩大了盈利空
间，由此导致的物价下跌，
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一直以
来国内“抗通缩”的声音很
大，误把物价下跌当成坏
事，非要呼吁央行货币放水
来抬高物价，现在李总理否
认“通缩”，希望央行不要再
进行货币放水。

解析：通缩降物价，央行别再放水

记者：去年以来银行
不良贷款在持续攀升，影子
银行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同
时一些地方陆续出现了还
债高峰。一方面我们经济下
行的压力在加大，另一方面
金融风险也在累积。请问您
对此怎么看？

李克强：中国的确存
在着个案性的金融风险，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
风险。我们允许个案性金
融风险的发生，按市场化的
原则进行清算，这是为了防
止道德风险，也增强人们的
风险意识。今年，我们就要
出台存款保险制度，而且要
进一步发展多层次的资本
市场，降低企业的资金杠杆
率，也可以使金融更好地为
实体经济服务。

的确存在个案性金融风险

解析：中央允许金融风险有序释放

总理坦诚相见说存在
金融风险，让人踏实。但同
时表明：“我们允许个案性
金融风险的发生，按市场
化的原则进行清算。”为什
么这么说？个案金融风险
的确存在，但不存在系统
性的金融风险。中国整体
的债务率在全球仍处于较
低水平，而且 7 0% 以上的
地方债务是投资性的。

对市场来说，必须认清

一点，逐步打破刚性兑付，
允许金融风险的有序释放
是中央乐意看到的。

金融改革肯定会继续
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深化。也
正如李克强答问中透露的，
今年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这意味着，若改革得
当，金融风险不仅可控，还
能转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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