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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推进土地整治，大力改造中
低产田，新增高效节水灌溉
面积 2000 万亩。”我省全国
人大代表那辉说，看到政府
工作报告中有关农业的内容
特别振奋。她说，应加大旱
改水工程的资金投入。以地
处我省松嫩平原腹地的安达
市为例，由于所处的地理位
置和区位优势，多年来都是
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是农
业综合开发重点区域之一，
但由于安达市多为旱田，主

要以玉米为主，种植作物比较单一，加之地处半干旱地区，
年均降水较少，农业生产受天气影响较大。

安达市结合地方实际，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出建
设百万亩旱田改水田工程。主要建设引水工程、蓄水工程、
排水工程、田间配套工程等工程。目前，安达市正实施东湖
干渠整治等前期配套工程，农田给排水渠道也已完成规划。

那辉建议，由于工程耗资巨大，单纯靠地方来完成存
在许多困难，希望国家、省市给予
政策倾斜。通过这一举措，切实推
动地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夯实农
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增收，进而
实现地方农业和农村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

（本报北京6日电）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那辉代表

加大旱改水工程资金投入
□本报记者 薛立伟 董新英 闫紫谦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健
康，必须管得严而又严。药
品是人类健康生存的必需
品，我省全国人大代表高春
艳认为，药品包装和药品使
用说明书的规范是人们安全
用药和用上安全药的重要保
证，关乎国计民生，关乎百姓
的幸福指数。目前药品包装
和药品说明书存在过度追求
包装等乱象。

高春艳说，2006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药品说明书

和标签管理规定》对药品商品名和通用名在包装上的字号
比例和位置做了一定的限制，但对药品包装空间、材质等
问题并没有进行严格限制。现实生活中，我国药品包装无
论是内包装还是外包装，都存在着药品包装与药品数量不
匹配问题、包装空置空间过大等问题。高春艳认为，药品
说明书原本是对药品主要特性的解释与说明，其终极目的
应是让患者清楚明了该药品的药性及其用法用量，从而确
保用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有的药品说明书竟成了“天
书”，内容繁琐，重点不突出。消费者只能为过于华丽的包
装买单。这种华丽的包装造成原材料的浪费，包装废弃物
处理增多。因此她建议，加快建立规范的药品包装和药品
使用说明书标准，规范制药企业的生产行为，简化药品包
装，降低药物成本，在药品性能允许的情况下不做重复的、
不必要的多层包装，做到繁简适度。 （本报北京6日电）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高春艳代表

药品包装应脱下华丽“外衣”
□本报记者 董新英 薛立伟 闫紫谦

□本报记者 郭铭华 那可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千秋功过，
尽在其间；历史也是一个民族的财富，千
古镜鉴，悉出于此。对于黑龙江省来说，
20 世纪上半叶，痛苦与悲愤并存，抗争
与牺牲不断，近几年这段浴火重生的历
史回响，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十四年
抗战史”也已正式载入中小学课本。在
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我省多位全国政
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支持“731”罪证档
案申报亚太区《世界记忆名录》。

厘清并还原历史

是对生命尊严的敬畏

“侵华日军‘731’部队于 1939 年至
1945 年间在哈尔滨，使用中国人、朝鲜
人和同盟国战俘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
器的效果实验，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是
对生命尊严的严重践踏。”我省全国政协
委员贾德昌激动地说，“1997 年，180 名
因‘731’部队实验致死的中国人死者家
属对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要求全面披露

‘731’部队事实，并道歉赔偿。2002年 8
月，东京地方法院终于承认‘731’部队的
存在以及所进行的生物战实验的行为。”

贾德昌认为，厘清并还原这段历史，
是对生命尊严的敬畏与尊重，有必要申
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罪证档案走向世界

警示世人宣传和平

我省全国政协委员姜明向记者介
绍，《世界记忆名录》文化工程旨在保护
人类宝贵文献遗产，防止集体记忆丧失，
唤起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回忆与重视。
目前，我国共有10项档案纳入《世界记忆
名录》，有7项档案纳入亚太区《世界记忆
名录》。

“‘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大量
罪证文献、战犯供词和影音资料，现登记
在册文物 15360件、档案史料累计 42万
页、原‘731’部队成员口述音像档案超过
300小时，其档案的独特性、稀缺性和完
整性非常突出，完全符合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关于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相关标
准。”姜明说，目前，“731”部队罪证陈列
新馆，年参观人数近百万，并相继开展了
哈尔滨国家公祭日、“中日民间保存细菌
战文献文物搜集整理与研究专题论证
会”等活动，有效发挥了国家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国
防教育示范基地的教育作用。但相对于
硬件建设和学术研究，“731”部队罪证宣
传尤其是对外宣传工作还处于较低层
次，在国际知名度上与“奥斯维辛集中
营”、“南京大屠杀”还有很大差距。

为此，他建议国家支持“731”罪证档
案申报亚太区《世界记忆名录》，与“南京
大屠杀档案”、“慰安妇档案”相互配合，
进一步谴责日本侵华罪行、反对日本军
国主义，推动“731”罪证档案走向世界，
更好发挥记录历史、警示世人、宣传和平
的重要作用。

借鉴国内申报经验

注重国际宣传效果

我省全国政协委员陈化兰认为，“731”罪证档案申报亚太区
《世界记忆名录》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订立的多项标准，包
括文献的稀有性、世界范围内的独特性、历十年之久的时间长度
等。尤其是在哈尔滨地区被“731”部队残害的三千名同胞，已厘
清姓名或死者资料达 50%以上。

陈化兰提出，建议国家文化部门牵头，在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实录》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学者整理
相关文献及研究成果，指导哈尔滨形成系统的“731”罪证档案，
并指导制定相关申报文本；建议国家文化部门牵头协调，借鉴南
京、澳门成功申报经验，指导哈尔滨制定申报工作方案，并组织
开展相关申报工作；建议国家教育部门将“731”罪行史纳入历史
教科书，教育青少年勿忘历史；建议国家宣传部门支持“731”罪
证展览在全国地级城市巡展，并择机在东亚、欧美等国家推出国
际展览。 （本报北京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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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德昌 姜明

□新华社记者 韩洁 季明 郁琼源 程士华

预算报告 5日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查。打
开这份 2017年的“国家账本”，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每一个数
字都关系着国计民生，回应着百姓期盼。

钱从哪来，花到哪去？

根据预算法，我国全口径的财政收入支出由“四本账”
构成——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国家账本中，最大头的就是一般公共预算。2017年，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8630亿元，比 2016年同口径增长 5%。
加上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2433亿元，可安排的收入总量
为171063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4863亿元，剔除地
方上年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后同口径增长6.5%。

收支之间，存在2.38万亿元的赤字。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今年赤字率拟按3%安排，比去年增加2000亿元。增加的赤字
主要用于进一步减税降费，保障政府应承担的支出责任。

“今年赤字率与去年持平，体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要
求。”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对记者说，经济发展新
常态下，我国应走出减税必然捆绑增赤的惯性思维，将减税
与财政风险通盘考虑，将归宿最终落在削减政府支出上，牢
牢守住不发生财政风险的底线。

对此，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各级政府要坚持过
紧日子，中央部门要带头，一律按不低于 5%的幅度压减一般
性支出，决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挤出更多资金用于减税
降费，坚守节用裕民的正道。这是继 2014年之后，政府工作
报告再度列出具体削减一般性支出指标。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工商联副主席耿学梅说，政府开
支自我“瘦身”，用更少的钱保持日常运转，把更多的钱用到
刀刃上，挤出资金为企业减负，让社会各界看到了政府改革
的决心，也会提振企业的信心。

多雪中送炭，不搞锦上添花

如何把财政“大账本”拆成一个个民生“小账单”，直接
关系着百姓福祉。

以最大账本一般公共预算为例，近 20万亿元财政大蛋
糕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

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
而根据提请审议的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2017年全国

财政支出占比，教育、社保、医卫毫无悬念地成为“前三甲”，
尽显民生情怀。

——全国财政花在教育上的钱预算为 2.94万亿元，占
总支出的 15.1%，成为第一大支出。2017年中央安排城乡义
务教育补助经费 1432亿元，一大看点是今年春季学期起，统
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每个学生背后的义
务教育经费可以“钱随人走”，惠及更多农村孩子跟随打工
父母进城读书。

——全国财政花在社保和就业上的支出预计超过2.2万亿
元，占总支出的11.6%，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将继续提高。

——全国财政用于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预算约为
1.4万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7.2%。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
从去年的 570元提高到今年的 630元，其中财政补助标准从
420元提高到 450元，保障百姓看病得到更多保障。

新的一年，让更多人住有所居，财政将再支持建 600万
套棚改房；脱贫攻坚“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中央将补助
地方 861亿元；支持科技创新，国家将投入 6800多亿元……

财政部部长肖捷说，近年来，尽管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
但民生始终是财政保障和支持的重点。对于基本民生需求，该
托的底一定要托住，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不搞“锦上添花”。

千方百计为企业减负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在积极财政政策
下，政府必须做好的一道题目是，如何一边减税降费，一边
保障好民生兜底需要。

梳理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其中关于减税降费的篇
幅超过往年，让人眼前一亮。不仅如此，预算报告还首次附
上专题，详细介绍2016年减税降费情况，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2017年，政府承诺全年将给企业减负 3500亿元左右：
——营改增试点将继续完善，增值税税率由四档简并

至三档；
——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范围，年

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 30万元提高到 50万元；
——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 50%提

高到 75%；
——继续实施 2016年底到期的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

设施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6项税收减免政策……
此外，通过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

业附加等基金，授权地方政府自主减免部分基金；取消或停
征中央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35项，收费项目再减少一半以
上；适当减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比例……政府还将减少
涉企收费约 2000亿元。

“我们确实感受到政府为企业千方百计降成本的努力，
期盼今年能在降低制度性和交易性成本上取得切实成效。”
全国人大代表、方大特钢董事长钟崇武说，除了政府多措并
举，企业也要注重降低内部成本，苦练内功，提升内生动力。

以公开透明强化约束

治大国若烹小鲜，风险不可不防。
数据显示，2013年至 2016年，全国财政赤字规模分别为

1.2万亿元、1.35万亿元、1.62万亿元、2.18万亿元，赤字率从
2.1%逐步提高到约 3%。

“赤字率随着国力的增长而进行调整，是各国通行做
法。今年的财政赤字安排仍在健康合理区间，关键是要摸
清财政债务底数，防范关键风险点。”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
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说。

按照预算法有关规定，我国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
额管理。此次预算报告在专题中晒出了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余额等“细账”。截至2016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预计
执行数153164亿元，比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低18710亿元。

根据预算报告和草案，截至 2016年末，我国中央国债余
额实际数约 120067亿元。中央和地方债务合计，我国政府
债务余额约273231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数据
计算，2016年我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为36.7%，低于欧盟60%
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预算草案中首次出现了《2016年和 2017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情况表》和《2016年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分地区限额表》两份清单，通过晒细账加强人大对地方
政府债务的监督。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工委预算审查室主任何成军说，此
举是贯彻实施预算法、回应代表委员和社会关切、进一步细
化预算编报、推进预算公开透明的体现，是对地方政府债务
实行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的需要，有利于增强市场约束力、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从“国家账本”
看 2017 年国计民生

“利用黑龙江省良好
的生态环境、优质的农产
品、舒适的气候条件开展
老年宜居环境试点建设，
不仅能够更好地解决养
老问题，而且从政策创新
层面和服务提供层面也
会对全国做出贡献。”今
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我省
全国政协委员马立群向
大会提交了《关于恳请给
予黑龙江省老年宜居环
境试点建设政策支持的
建议》的提案。

马立群认为，我省是农业大省，当前经济下行压
力大，硬件改造急需专项财政资金支持。为此，马立
群建议，注重老年宜居环境建设顶层设计，将老年宜
居环境建设从国家的层面，统筹协调，采用项目化运
作，安排专项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同时，应注重
将老年宜居环境建设与现有政策制度、品牌工作的衔
接，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他举
例说，将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纳入精神文明办“文明城
市创建”活动，纳入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城市工作，纳

入实施新一轮东
北地区等老工业
基地振兴战略部
署，统一安排。

（本报北京 6
日电）

马立群委员

支持开展老年宜居环境试点
□文/摄 本报记者 郭铭华 那可

2017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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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上午举行代表团全体会议，审查计划
报告和预算报告

下午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审查计划报告

举行小组会议，分组讨论计划报告和
预算报告

下午举行界别联组会议，联系本界别
实际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坚持稳中求进 推进制度创新
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上接第一版）要继续坚持深化改革，推动转方式、调结构不
动摇，咬定青山不放松，一茬接着一茬干，用改革的办法解决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实现结
构布局更优、质量效益更好。要继续坚持科技创新，推动培
育、壮大发展新动能不动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把传统优势
与新产业、新业态融合起来，形成创新创业、创造活力竞相迸
发的新格局。要继续坚持深化对外开放不动摇，充分发挥对
俄、对蒙开放的优势与潜力，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促进区域经济不断发展。要继续坚持
优化发展环境、推动制度创新不动摇，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法
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努力营造良好的服务环
境、法治环境、安全环境，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流
动起来，推动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吉炳轩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
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许多重要思
想和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判断，以兼顾供

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宏观调控为手段，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
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共同富裕道路、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系统提出了
改革开放的新思想、科学发展的新理念，对于破解经济长期高
速增长所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
作，必须要深入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习近平经济思想，来指
导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王宪魁在主持会议时强调，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稳
中求进总基调，突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彰显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一个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好报告。我完
全赞成这个报告。

王宪魁强调，审议好报告，就要联系实际看龙江发展变
化。一年来，我们将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两次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振兴发展的根本遵循和重要指针，坚持扬长避短、扬长克

短、扬长补短，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全
力做好“三篇大文章”，努力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加快
建设“龙江丝路带”，打造两座“金山银山”，全力打好脱贫攻坚
战，深入推进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建设，全力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进一步优化法治环境、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全省
上下思想认识更加统一，发展热情空前高涨，振兴发展氛围更
加浓厚，在龙江全面振兴进程中迈出了坚实步伐。

王宪魁强调，孟建柱同志的讲话，饱含着对黑龙江人民的
深情厚爱，寄托着对黑龙江全面振兴的殷切希望，对于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两次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切实增强
责任感紧迫感，坚持深化改革、转方式调结构不动摇；坚持科
技创新、培育经济增长点不动摇；坚持对接“一带一路”、深化
对外开放不动摇；坚持加强法治建设、优化发展环境建设不动
摇，切实把总书记讲话落实到振兴的实践中去，奋力开创龙江
振兴发展新局面。

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国务院办公厅、
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有关同志到会听取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