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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两会透视2019年老百姓“钱袋子”
增收入

设置明确增长目标， 构
建制度化增收保障

“钱袋子” 鼓不鼓， 关键看
收入增长快不快。 多地政府工作
报告设置了2019年城乡居民可支
配收入的增长目标， 有的强调要
与经济增长同步 ， 共享发展果
实； 有的明确农村居民增收要更
快， 缩小城乡差距。 天津提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地
区生产总值增速； 四川提出， 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8%和9%。

此外， 一些省份把帮扶低收
入群体作为工作重点， 着力构建
制度化增收保障。 北京要求抓好
社会救助综合改革试点， 推进低
收入农户帮扶措施与社会救助政
策全面融合。 天津计划继续提高
优抚对象定期抚恤补助、 城乡低
保、 低收入家庭救助、 特困供养
标准。

中国消费经济学会会长杨继
瑞教授分析， 从各地政府工作报
告来看， 预计2019年会有更多更
实的增收政策陆续落地， 帮助百
姓分享国家改革发展果实， 不断
缩小收入差距。

稳就业
以有质量的就业带动收

入增长

就业是收入的保障， 各地政
府工作报告均强调把稳就业放在
突出位置。 2019年， 四川要确保

城镇新增就业85万人， 城镇登记
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分别控制在
4.5%、 5.5%以内； 江苏的目标是
城镇新增就业120万人以上， 城
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分别
控制在4%、 5%以内。

为提高劳动者就业创业能
力 ， 创造更多更丰富的就业机
会， 不少省份将大力推进政府公
共就业服务。 黑龙江明确要建成
全省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
退役军人、 企业转岗人员等重点
群体就业创业工作。 河南计划开
展各类职业培训300万人次， 新
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0万人，
新增创业人员20万左右。

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
研究员汤继强分析， 在经济增速
放缓、 经济结构加快调整的关键
时期，各地打出稳就业的政策“组
合拳”， 继续加大援企稳岗力度，
将为社会就业装上 “安全阀”，以
有质量的就业带动收入增长。

促脱贫
1000万左右农村贫困

人口脱贫

2019年， 全国将确保农村贫
困人口 1000万左右脱贫 ， 实现
300个左右贫困县摘帽。 多地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计划脱贫人数，
贫困县、 村 “摘帽” 时间表和路

线图。
四川省今年将实现50万贫困

人口脱贫、 1482个贫困村退出 、
31个贫困县摘帽； 安徽省计划今
年9个贫困县摘帽、 64个贫困村
出列、 40万贫困人口脱贫。

河南省计划65万农村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的同时， 将建立脱贫
正向激励和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减少和防止返贫。 湖北省大力实
施贫困村提升工程， 对收入水平
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群体，
尽快制定支持政策。

湖北省人大代表、 武汉市黄
陂区杜堂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葛天
才说 ， 确保农村贫困人口能脱
贫、 不返贫， 关键是要增加贫困
家庭收入 ， 培育稳定的增收来
源。 要通过特色产业带动、 劳动
技能培训、 财政资金兜底等综合
举措， 让更多处于深度贫困的群
众增加收入。

扶幼儿
提高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

近年来， 入园难、 入园贵一
直排在老百姓 “急难愁盼” 问题
清单的前列。 多地政府工作报告
以新建、 改建公办幼儿园为突破
口， 着力减轻学前教育负担。

2019年， 安徽强调要推动学
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 计划

新建、 改扩建公办幼儿园500所
以上， 普惠性幼儿园、 公办幼儿
园覆盖率分别达75%和45%。 黑
龙江则将建立学前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 支持新建和改扩建100所
以上公办幼儿园， 普惠性幼儿园
覆盖率达到75%左右。

四川省政协委员、 富顺第二
中学校长陈刚认为， 提升对学前
教育的财政性经费投入， 提高普
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 将促进学
前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 为更多
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

助养老
多地明确提高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

养老金是老百姓的 “养命
钱”。 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纷纷提
出， 今年将重点推进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省级统筹， 提升养老保险
基金健康运营能力， 确保养老金
按时足额发放。 河南省明确， 实
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
级管理、 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省级
统收统支。 江苏省提出， 加快推
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提升省级
统筹水平。

在经过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
老金 “十四连增” 后， 一些地方
明确在 2019年将继续调整养老
金。 安徽省提出， 建立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

正常调整机制； 武汉市将继续提
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教授向运华表示， 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已建立中央调剂制
度，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
运营范围不断扩大， 这都需要各
地进一步提高统筹水平。

强医保
把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

纳入医保

今年， 多地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提出 “把更多救命救急的好
药纳入医保”， 破解 “有药无保”
难题。

安徽省提出完善医药集中采
购机制， 把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
纳入医保。 福建省表示将推进医
保支付方式改革， 把更多救命救
急的好药纳入医保。 黑龙江省也
提出， 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推行
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推动抗癌药
价格下降， 继续把更多救命救急
的好药纳入医保。

天津市政协委员、 天津医科
大学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科主任
孔大陆表示， 对于普通家庭特别
是一些低收入家庭而言， 昂贵的
靶向药、 抗癌药等的开销会让他
们陷入因病致贫、 返贫的困境。
将这类药物纳入医保范畴， 将大
幅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同时， 推
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
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不仅会简
化医保报销流程， 也将减轻百姓
就医负担。 据新华社

随着多地两会陆续召开， 各地在新一年对于扶贫、 就业、 教育、 医疗
等与百姓收入密切相关的工作安排也逐渐披露。 2019年， 老百姓的 “钱袋
子” 将发生哪些变化？

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
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联合发布
数据， 2019年1月份，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 （PMI） 为49.5%， 连续4个月回落后，
比上月微升0.1个百分点。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1.3%，
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 ， 持 续 高 于 50%
的临界点 ； 中 、 小型企业PMI为 47.2%和
47.3%， 分别比上月下降1.2和1.3个百分点，
均位于临界点以下。

数据显示， 制造业生产扩张略有加快。
生产指数为50.9%， 略高于上月0.1个百分
点。 新订单指数为49.6%，比上月下降0.1个
百分点。 其中，反映外部需求的新出口订单
指数为46.9%，比上月回升0.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
师赵庆河介绍， 大型企业PMI为51.3%， 高
于制造业总体1.8个百分点。 同时， 大型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5.4%， 比上月
上升0.6个百分点 。 大型企业运行基本稳
定， 对未来市场发展预期相对乐观。

“新动能持续积蓄 ， 节日消费效应显
现。” 赵庆河分析， 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
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6%和51.5%， 分别比
上月上升3.2和1.3个百分点， 均明显高于制
造业总体水平， 企业生产活动加快。

调查结果还显示， 反映原材料成本高
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一
定影响的企业比重为34.5%和12.7%， 分别
比上月下降2.9和1.2个百分点， 均连续3个
月回落， 表明近期企业原材料采购成本压
力有所缓解， 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也有所
减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
为， 在连续4个月回落后，1月份制造业PMI
指数微升。 但采购量、进口、原材料库存等
指数低于临界点，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和
从业人员指数下降。 综合研判，当前经济有
企稳迹象，但基础仍需着力巩固。

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5%

寒假期间，河北省乐亭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组织开展“传统
文化扮靓寒假生活”系列公益活动，通过开设书法、茶艺等特色培
训班，丰富孩子们的寒假生活， 推动传统文化传承。 新华社发

1月31日， 市民冒雪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淮河记事园
漫步。 1月30日至31日， 受强冷空气影响， 中东部地区迎来雨
雪天气。 新华社发

1月30日， 人们在贵州省
仁怀市市民休闲广场观看生肖
猪彩灯。 春节临近， 各地彩灯
流光溢彩、 璀璨夺目， 营造出
浓浓的喜庆气氛。

新华社发

彩灯璀璨
年味浓

传传统统文文化化伴伴寒寒假假 瑞瑞雪雪迎迎春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