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報告
——2017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
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

各位代表：
現在，我代表國務院，向大會報告政府工作，請予審
議，並請全國政協各位委員提出意見。

一、2016 年工作回顧
過去一年，我國發展面臨國內外諸多矛盾疊加、風險
隱患交匯的嚴峻挑戰。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堅強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迎難而
上，砥礪前行，推動經濟社會持續
健康發展。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正
式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

習近平等國家
領導人出席開
幕式

李克強離席
作政府工作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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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了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對保證黨和國家
興旺發達、長治久安，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
十八屆六中全
會確立習近平
總書記的核心
地位

意義。各地區、各部門不斷增強政治意識、大
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推動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取得新的重要進展，全面深化改革

邁出重大步伐，全面依法治國深入實施，全面從嚴治黨
縱深推進，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圓滿完成，
「十三五」實現了良好開局。
——經濟運行緩中趨穩、穩中向好。國內生產總值達
到 74.4 萬億元，增長 6.7%，名列世界前茅，對全球經濟
增長的貢獻率超過 30%。居民消費價格上漲 2%。工業企
業利潤由上年下降 2.3% 轉為增長 8.5%，單位國內生產總
值能耗下降 5%，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明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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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 年工作回顧

――就業增長超出預期。全年城鎮新增就
業 1,314 萬人。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人數再創
新高。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 4.02%，為多年來
最低。13 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就業比較充

2016年報告主
要指標任務完
成情況

分，十分不易。
――改革開放深入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
環節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初見成效。對外開放推出新舉措，「一帶一
路」建設進展快速，一批重大工程和國際產能

「 一 帶 一
路」三年：
合作共贏彰
顯中國擔當

合作項目落地。
――經濟結構加快調整。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主
要拉動作用。服務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上升到
51.6%。高技術產業、裝備製造業較快增長。農業穩中調
優，糧食再獲豐收。
――發展新動能不斷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入實
施。科技領域取得一批國際領先的重大成果。新興產業蓬
勃興起，傳統產業加快轉型升級。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廣
泛開展，全年新登記企業增長 24.5%，平均每天新增 1.5
萬戶，加上個體工商戶等，各類市場主體每天新增 4.5 萬
戶。新動能正在撐起發展新天地。
――基礎設施支撐能力持續提升。新建高速鐵路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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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費價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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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企業利潤由上年下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廣
泛開展，全年新登記企
業增長 24.5%，平均每

降 2.3% 轉為▲8.5%

天新增 1.5 萬戶，加上

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

個體工商戶等，各類市

▼5%

場 主 體 每 天 新 增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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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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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
支撐能力持續提升
高速鐵路投產里程超過
1,900 公 里，新 建 改 建 高
速公路 6,700 多公里、農
村公路 29 萬公里

人民生活繼續改善
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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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工重大水利工程 21 項
新增第四代移動通信用戶

成功主辦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

3.4 億、光纜線路 550 多

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留下深刻的中國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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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 年工作回顧

里程超過 1,900 公里，新建改建高速公路 6,700 多公里、
農村公路 29 萬公里。城市軌道交通、地下綜合管廊建設
加快。新開工重大水利工程 21 項。新增第四代移動通信
用戶 3.4 億、光纜線路 550 多萬公里。
――人民生活繼續改善。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
際增長 6.3%。農村貧困人口減少 1,240 萬，易地扶貧搬
遷人口超過 240 萬。棚戶區住房改造 600 多萬套，農村危
房改造 380 多萬戶。國內旅遊快速增長，出境旅遊超過
1.2 億人次，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有新的提高。
我國成功主辦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
會，推動取得一系列開創性、引領性、機制性
重要成果，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留下深刻的中國
印記。

習近平在G20
領導人杭州
峰會開幕式
上致辭

回顧過去一年，走過的路很不尋常。我們面對的是世
界經濟和貿易增速 7 年來最低、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劇、
地區和全球性挑戰突發多發的外部環境，面對的是國內結
構性問題突出、風險隱患顯現、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多重
困難，面對的是改革進入攻堅期、利益關係深刻調整、影
響社會穩定因素增多的複雜局面。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能
夠穩住很不容易，出現諸多向好變化更為難得。這再次表
明，中國人民有勇氣、有智慧、有能力戰勝任何艱難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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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解 2017 中國「政府工作報告」

阻，中國經濟有潛力、有韌性、有優勢，中國的發展前景
一定會更好。
一年來，我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繼續創新和加強宏觀調控，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
區間。去年宏觀調控面臨多難抉擇，我們堅持不搞「大水
漫灌」式強刺激，而是依靠改革創新來穩增長、調結構、
防風險，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
積極的財政政策力度加大，增加的財政赤字主要用於減稅
降費。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全年降低企業稅負 5,700 多
億元，所有行業實現稅負只減不增。制定實施中央與地
方增值稅收入劃分過渡方案，確保地方既有財力不變。
擴大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置換規模，降低利息負擔約 4,000
億元。穩健的貨幣政策靈活適度，廣義貨幣 M2 增長
11.3%，低於 13% 左右的預期目標。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
策工具，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實施促進消費升級措施。出
台鼓勵民間投資等政策，投資出現企穩態勢。分類調控房
地產市場。加強金融風險防控，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一
步完善，保持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維護了國
家經濟金融安全。
二是著力抓好「三去一降一補」，供給結構有所改
善。以鋼鐵、煤炭行業為重點去產能，全年退出鋼鐵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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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 年工作回顧

超過 6,500 萬噸、煤炭產能超過 2.9 億噸，超額完成年度
目標任務，分流職工得到較好安置。支持農民工在城鎮購
房，提高棚改貨幣化安置比例，房地產去庫存取得積極成
效。推動企業兼併重組，發展直接融資，實施市場化法治
化債轉股，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有所下降。著眼促進企業
降成本，出台減稅降費、降低「五險一金」繳費比例、下
調用電價格等舉措。加大補短板力度，辦了一批當前急需
又利長遠的大事。
三是大力深化改革開放，發展活力進一步
增強。全面深化改革，推出一批標誌性、支
柱性改革舉措。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這
一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持續推進簡政放
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在提前完成本

李克強：更大
的放、更好的
管、更優的
服務

屆政府減少行政審批事項三分之一目標的基礎上，去年又
取消 165 項國務院部門及其指定地方實施的審批事項，清
「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
名詞
解釋

降成本、補短板。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
容。去產能和去槓桿的關鍵是深化國有企業和金融部
門的基礎性改革，去庫存和補短板的指向要同有序引

三去
一降一補

導城鎮化進程和農民工市民化有機結合起來，降成本
的重點是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抑制資產泡沫和降
低宏觀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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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解 2017 中國「政府工作報告」

理規範 192 項審批中介服務事項、220 項職業資格許可認
定事項。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雙隨機、一公
開」，增強事中事後監管的有效性，推進「互聯網＋政
務服務」。推動國有企業調整重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
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深化資源稅改革。完善農村土
地「三權分置」辦法，建立貧困退出機制。推進科技管
理體制改革，擴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權，出台以增加
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放開養老服務市場。擴大

政審批等事項
取消和免徵行政事業性收

2013

分批取消和下放 416 項行

取消和下放 246 項行政審
批事項
取消評比達標表彰項目
29 項

費 348 項

取消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

2014

取消和下放 311 項行政審

事項 149 項

取消 165 項國務院部門

取消 123 項職業資格許可

及其指定地方實施的審批

和認定事項
徹底終結非行政許可審批

2015

批事項

事項
清理規範 192 項審批中

工商登記前置審批精簡

介服務事項

85%，全面實施三證合一 、

清理規範 220 項職業資

2016

一照一碼

格許可認定事項
全 面 推 行「雙 隨 機、一
公開」

近年來「放管服」改革推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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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 年工作回顧

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深化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
改革。制定自然資源統一確權登記辦法，開展省以下環保
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耕地輪作休耕改革等試點，
全面推行河長制，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改革為經濟社

延伸
閱讀

雙隨機、一公開
「雙隨機、一公開」，即在監管過程中隨機抽取檢查對象，隨機選
派執法檢查人員，抽查情況及查處結果及時向社會公開。這是 2015
年 8 月發佈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廣隨機抽查規範事中事後監管的
通知》要求在全國全面推行的一種監管模式。
「雙隨機」是指建立隨機抽取檢查對象、隨機選派執法檢查人員
的抽查機制，嚴格限制監管部門自由裁量權。建立健全市場主體名錄
庫和執法檢查人員名錄庫，通過搖號等方式，從市場主體名錄庫中隨
機抽取檢查對象，從執法檢查人員名錄庫中隨機選派執法檢查人員。
推廣運用電子化手段，對「雙隨機」抽查做到全程留痕，實現責任可
追溯。
「一公開」是指加快政府部門之間、上下之間監管信息的互聯互
通，依託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整合形成統一的市場監管信息
平台，及時公開監管信息，形成監管合力。

名詞
解釋

三權分置是指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
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的格局。在三權分置下，農村
土地屬於集體所有，承包權屬於農民，經營權可以流

農村土地
三權分置

轉給非農戶。這樣，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既存在
整體效用，又可發揮各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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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解 2017 中國「政府工作報告」

會發展增添了新動力。
積極擴大對外開放。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與沿線
國家加強戰略對接、務實合作。人民幣正式納入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深港通」開啟。完善促

延伸
閱讀

河長制
河長制即各級黨政主要負責人擔任河長，負責組織領導相應河湖
的管理和保護工作。河長制的主要任務有：一是加強水資源保護，全
面落實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嚴守「三條紅線」
；二是加強河湖水
域岸線管理保護，嚴格水域、岸線等水生態空間管控，嚴禁侵佔河
道、圍墾湖泊；三是加強水污染防治，統籌水上、岸上污染治理，
排查入河湖污染源，優化入河排污口佈局；四是加強水環境治理，保
障飲用水水源安全，加大黑臭水體治理力度，實現河湖環境整潔優
美、水清岸綠；五是加強水生態修復，依法劃定河湖管理範圍，強
化山水林田湖系統治理；六是加強執法監管，嚴厲打擊涉河湖違法行
為。2016 年 10 月 11 日， 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 28 次
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2016 年 12 月，中
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該意見。

深港通是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的簡
名詞
解釋

稱，指深圳證券交易所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建
立技術連接，使內地和香港投資者可以通過當地證券
公司或經紀商買賣規定範圍內的對方交易所上市的股

深港通

票。經過兩年多的籌備， 2016 年 12 月 5 日，深港通
正式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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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 年工作回顧

進外貿發展措施，新設 12 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
進出口逐步回穩。推廣上海等自貿試驗區改革創新成果，
新設 7 個自貿試驗區。除少數實行准入特別管理措施領域
外，外資企業設立及變更一律由審批改為備案管理。實際
使用外資 1,300 多億美元，繼續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

遼寧
天津
陝西

河南
上海

湖北

四川

浙江

重慶

福建
廣東
原有自貿試驗區
新設自貿試驗區

37

2017圖解.indd 37

2017/4/21 下午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