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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

释放市场需求 扩大居民消费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及时完善疫情防控策略和应对举措

●把重点放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上来

●湖北省要同有关省份加强对接，有序做好本地人员外出
就业、外地滞留在鄂人员返程等工作

●要继续加强北京等其他重点地区防控

●要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的关心关爱

●要密切跟踪和分析全球疫情走势，快速精准识别和管控
风险源风险点

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

●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积极
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
适度

●要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
和使用

●要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金融政
策的牵引带动作用

要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

●要有序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复工复市，生活服务业正常经营

●要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启动实体商店消
费，保持线上新型消费热度不减

●要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加快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
保障国际货运畅通

●要抓好农业生产和重要副食品保供稳价

●要继续抓好生猪产能恢复，解决好畜牧水产养殖面临的
困难

●制定专项支持政策，帮助湖北解决财政、融资、供应链等
实际困难

综合新华社消息 随着全国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
活秩序加快恢复，多地相继制定
开学计划、明确开学时间，推动有
序开学，目前已有十余省份中学
毕业年级开学时间已明确。

3月9日，青海省内部分普通
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开学，青海省
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学校开学的省
份。

3月16日，贵州省99万余名初
三、高三学生正式开学。

继3月16日初三、高三和中职
毕业年级学生首批开学后，新疆

（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004所中
小学和中职学校23日全面开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明确在3月
25日前，高三和初三年级学生原
则上恢复正常教学。

3月23日，云南省内多所中学
初三、高三毕业班的学生们回到
校园。

内蒙古自治区高三和初三年
级于3月30日同步开学复课。

江苏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自

2020年3月30日起分批次、错峰开
学。其中，高三年级、初三年级3月
30日开学；中小学（含中职学校、
特教学校、幼儿园）其他学段、年
级做好4月7日开学准备。

西藏全区各级各类学校2020
年春季学期暂定3月下旬开学。

陕西各级各类学校2020年春
季学期分级分类错时错峰开学。
其中，3月30日，全省高三年级开
学，有条件的学校实行封闭式管
理。4月7日，全省初三年级、中等
职业学校毕业班开学。

四川高三年级原则上于4月1
日开学，有条件的学校应实行封
闭式管理；初三年级由各市(州)
统筹确定，可安排于4月7日开学
复课。

安徽明确全省各类学校学生
返校时间，4月7日高三年级学生
返校，4月13日初三年级学生返
校。

广西高三、初三学生定于4月
7日开学复课，中小学其他学段、
其他年级和高校，结合下一阶段

疫情防控情况，稳妥有序开学复
课。

海南高三、初三年级将于
2020年4月7日开学，其他年级、其
他学段具体开学时间，海南省教
育厅将视疫情发展形势综合研判
后，提前一周向社会公布。

福建全省自2020年4月7日起
分类分批、错时错峰开学。其中，
高三年级原则上于4月7日先行同
步开学；初三年级和中小学（含中
职学校、特教学校）除小学一、二
年级外的其他年级，视高三开学
推进及疫情防控情况再分批跟进
开学；高校、小学一、二年级、幼儿
园具体开学时间另行研究确定。

江西全省高三、初三年级学
生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年级学生
4月7日返校。

辽宁省自4月中旬起分5个批
次组织师生分级分类、错峰错时
返校复学。其中，第一批次安排高
三年级学生开学，实行省域内同
步返校，具体时间由省教育厅通
知。

制定开学计划、明确开学时间

多省份高三、初三4月7日开学

据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7日召开会
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进
一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审议《关于2019年脱
贫攻坚成效考核等情况的汇报》
和《关于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回头看”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
取疫情防控工作和当前经济形势
的汇报，研究当前疫情防控和经
济工作，决定将有关意见提请中
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疫情防控取得
阶段性重要成效

会议认为，经过全国上下和
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力，疫情防
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济社
会秩序加快恢复，成绩来之不易。
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
势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境外
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世界
经济贸易增长受到严重冲击，我
国疫情输入压力持续加大，经济
发展特别是产业链恢复面临新
的挑战。要因应国内外疫情防控
新形势，及时完善我国疫情防控
策略和应对举措，把重点放在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上来，保持我国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态势。

会议强调，湖北省要同有关
省份加强对接，有序做好本地人
员外出就业、外地滞留在鄂人员
返程等工作。要继续加强北京等
其他重点地区防控。要健全低风
险地区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
管控、有效救治的常态化防控机
制，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要求，完善并及时启动相
关防控预案，坚决防止疫情反弹。

会议指出，要加强对境外我
国公民的关心关爱，驻外使领馆
要做好领事保护、防护指导和物
资保障，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加大宏观政策
调节和实施力度

会议强调，要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迎
难而上、主动作为，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定
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打好三大攻
坚战，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有
效扩大内需，全面做好“六稳”工
作，动态优化完善复工复产疫情
防控措施指南，力争把疫情造成
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努力完成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
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
调节和实施力度。要抓紧研究提
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
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
活适度，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
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规模，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
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落实
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加快地方
政府专项债发行和使用，加紧做
好重点项目前期准备和建设工
作。要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贷
款延期还本付息等金融政策的牵
引带动作用，疏通传导机制，缓解
融资难融资贵，为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
融服务。对地方和企业反映的难
点堵点问题，要抓紧梳理分析，及
时加以解决，推动产业链协同复
工复产达产。

制定专项支持政策
帮助湖北解决实际困难

会议强调，要加快释放国内
市场需求，在防控措施到位前提
下，要有序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复
工复市，生活服务业正常经营。要
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
费，启动实体商店消费，保持线上

新型消费热度不减。要加强国际
经贸合作，加快国际物流供应链
体系建设，保障国际货运畅通。

会议指出，要抓好农业生产
和重要副食品保供稳价，抓紧组
织好春管春播，加快把支农政策
措施落实到田间地头，加强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和气象灾害防范。
要继续抓好生猪产能恢复，解决
好畜牧水产养殖面临的困难。要
加大脱贫攻坚项目开工复工进
度，帮助贫困劳动力尽快返岗就
业，对因疫情返贫致贫人员及时
落实帮扶措施。

会议强调，要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支持湖北有序复工
复产。要加强对湖北经济社会发
展的支持，制定专项支持政策，
帮助湖北解决财政、融资、供应
链等实际困难，支持湖北做好援
企、稳岗、促就业、保民生等工
作。

脱贫攻坚任务
依然艰巨复杂

会议对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和
专项巡视“回头看”工作给予肯
定。

会议指出，从脱贫攻坚成效
考核和专项巡视“回头看”情况
看，脱贫攻坚面临的任务依然艰
巨复杂，剩下都是最难啃的“硬骨
头”，巩固脱贫成果的任务非常
繁重，局部地方、有的方面还有
薄弱环节和工作不足，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新的困难和挑战，夺取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要付出更加
艰苦的努力。各地区各部门要增
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保持
定力耐力，防止松懈、厌战思想，
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坚持
目标标准、坚持精准方略、坚持
从严从实，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
体稳定，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工作
力度、帮扶力度，全面查缺补漏，
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巩固脱贫成
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据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27日发布消息称，
要跟踪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
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
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创
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稳健的货币
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把支
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
突出的位置。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日前召开2020年第一季度例会。
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
势。会议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
我国经济的冲击总体可控，我国
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稳健的货币政
策体现了前瞻性、针对性和逆周
期调节的要求，大力支持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
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金融风险
有效防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改革效果显现，贷款实
际利率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总

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提升，应
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

会议指出，要运用多种货币
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有
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
精准滴灌作用，引导大银行服务
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
责主业，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
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
系。下大力气疏通货币政策传
导，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
实际利率的潜力，引导金融机构
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民
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推动供给体
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形成相
互支持的三角框架，促进国民经
济整体良性循环。进一步扩大金
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
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
风险能力。

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
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
准转换，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
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把支持实体经济

恢复发展放到突出位置
央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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