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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全国两会期间，关于GDP核算改革的消息就格外引人关注。3月10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举行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表示，今年开始停止对各个地方生产总值总量和速度进
行排名。在3月12日的“部长通道”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透露，今年起开展地区
生产总值统一核算，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2016年3月1日 星期二2016年3月1日 星期二要 闻 2019年3月18日 星期一
责编：任 涛 杨俊峰 邮箱：dieryw@sina.com责编：任 涛 杨俊峰 邮箱：dieryw@sina.com

■ 适应高质量发展

进行GDP核算改革是基于现实的
需要。尹中卿介绍了目前存在的问题。

首先，有的地方之间搞攀比、争
位次，在源头上对数据弄虚作假，虚
报、瞒报、漏报。地方 GDP 总量大
于全国核算，统计数据有水分，影响
统计数据的公信度。

其次，地方统计部门的标准、方
法、口径和数据不一致，导致了“数据
打架”现象，形成了“数据孤岛”，也有

“数据烟囱”，统计信息共享推进缓慢。
同时，目前的统计体系已滞后

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我们
很多统计制表还是在原来计划经济
条件下确定的，但是较之 40 年改革
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统计指标
体系改革进展比较慢，所以现在统
计指标反映经济建设的多，反映社
会发展的少；反映总量速度的多，

反映结构调整、质量效益的少。”尹
中卿说。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这就需要更符合实际的统计指标体
系。GDP 统一核算，停止地方排
名，‘不以 GDP 论英雄’，有助于新
型政绩观的形成。”西南财经大学统
计学院副教授彭刚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说。

■ 挤干统计数据水分

尹中卿介绍了目前取得的进展以
及今后的改革方向：

一是推动挤干统计数据水分。各
个地方、各级政府对近年积累的一些
统计数据水分进行挤压，特别通过执
法检查督促各级政府解决统计数据失
真的问题。

二是推动查处统计违法案件。督
促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实对数据造假、
弄虚作假责任人一票否决制。加大统

计违法案件的通报、曝光、查处的力
度，全面排查、专项整治以数谋私、
数字腐败的问题。

三是推进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组
织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2019
年开始，由国家统计局对各个省区市
的地区生产总值进行统一核算，停止
对各个地方生产总值总量和速度进行
排名，探索编制全国资产负债表、全
国和各个省区市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四是推动完善统计指标体系。督
促发布调查失业率指标、“三新”经济
增加值数据、经济新动能发展指数。
研究建立绿色发展统计、网上零售统
计、新金融统计、服务消费统计、产业
园区统计、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等，积
极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统计体系。

■ 防止“官出数据”

事实上，GDP 统一核算近年来

一直在进行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要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
济核算制度。2017 年 6 月，《地区生
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 经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2018 年，在浙江、
湖北等省份进行了试点改革。“目
前，地区生产总值核算改革已经进
入实施的关键阶段。”宁吉喆说。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表示，通
过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按
照统一的核算方法，使用统一的数据来
源，能够把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据与国
内生产总值数据差率控制在合理范围
之内，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据与国
内生产总值数据的基本衔接。

“政绩不够，数字来凑”曾是个
别地方官员从政的“秘诀”。尹中卿
认为，改革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有利
于从根本上解决“数据出官”、“官
出数据”的问题，推动树立正确的
政绩观。

统一核算 停止排名

让“唯GDP政绩观”没市场
潘旭涛 段钇男 于林海

统一核算 停止排名

让“唯GDP政绩观”没市场
潘旭涛 段钇男 于林海

“我手中的爱心包裹来自大熊猫的故乡——中
国。”近日，缅甸仰光莱达亚区第三小学四年级
学生宁懵随伊背上了新书包，她逢人就展示爱心
包裹里的一张友谊卡，并夸赞：“里面的东西都
很实用，七巧板和画画套装对数学课和美术课帮
助很大。”

这份“来自熊猫国度的礼物”是中国扶贫基
金会开展的国际爱心包裹项目——向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有需求的小学生捐赠学
习用品，以改善基本学习条件，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包裹里有书包、基础文具、美术用品、益智
玩具、生活用品五大类105个单件。

“每个爱心包裹都会关怀一个
孩子背后的家庭”

“每个爱心包裹都会关怀一个孩子背后的家
庭。”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王行最介
绍，爱心包裹项目单笔捐赠金额小、受众多、影
响面大，在较短时间内从国内走向国外，并在多
个国家得到推广，受到当地政府、社区和民众尤
其是学校和学生的热烈欢迎。此前，国际爱心包
裹已经在尼泊尔、柬埔寨、缅甸和纳米比亚试
点，累计发放5万多个，融入了“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有需求的小朋友的学习和生活。

2013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加快了国际化步伐，2015 年注册设立缅甸和
尼泊尔办公室，在国外落地生根。“这意味着基金会
实现从‘不出国门’‘出差式’到‘常驻式’国际化的
转变，实现了‘四有’，即有固定办公场所、有固定人
员、有长期项目和有长期资金。”王行最说。

“扶贫项目不是短时的一阵风或一阵雨，而是
长期存在、持续照耀的阳光。”中国扶贫基金会缅
甸办公室主任林媛介绍说，她已经在当地驻扎 3

年，为了解当地需求，她经常走村入户调查，听
取反馈意见。如今缅甸办公室推动的扶贫项目，
覆盖公平教育、国际志愿服务、水、健康和卫生
等多领域，驻缅扶贫工作惠及4万多人。

王行最说，基金会在做好国内扶贫的同时，
积极走出国门，重点关注低收入贫困人口发展，
融入“一带一路”发展进程。截至 2018 年底，基
金会累计向海外投入资金和物资超过1.6亿元，惠
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45万人次，并在缅甸、尼
泊尔、柬埔寨、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开展长期发展
援助项目。

“雪中送炭，最需要什么就选
择做什么”

“雪中送炭，最需要什么就选择做什么。”据
王行最介绍，中国扶贫基金会坚持以当地人口的
需求为导向，与当地的合作伙伴共同实施项目，
围绕消除贫困、零饥饿、健康福祉、优质教育、
清洁饮水和体面工作等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
标，开展国际救灾和发展援助工作。

通过调研，中国扶贫基金会发现在埃塞俄比
亚，解决饥饿和缺水等生存问题是当务之急。为
此，基金会在当地开展微笑儿童学校供餐、水
窖、职业培训等项目，一些当地民众的燃眉之
急正得到缓解：对于受饥饿影响面临辍学的儿童
来说，最开心的是每天在学校都能吃上“微笑儿
童学校供餐项目”免费供应的餐食。亚的斯亚贝
巴教育局受项目启发，借鉴模式，计划为全市小
学提供免费餐食。

对于盖乌德村民阿贝巴叶胡来说，新建成的
一个 30立方米的水窖储水池，让他再也不用骑上
骆驼到 15 公里以外的社区水池往返 4 个小时挑水
了；对于阿克苏姆小镇妇女海伦来说，“授人以

渔”让她从手工老师那里学到了制作石雕工艺品
的技能，成为改善生活的转折点。

“对接当地需求，消除贫困，
是我们的使命”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王
行最说，民间组织的中立性、专业性、创新性和
深入社区的特点，在实现民心相通中具有天然优
势和特长。走出国门、融入当地开展长期援助项
目，进一步推动了各国间的深入交往，拉近了民
众的彼此距离。“我们是民心相通、搭建好友谊之
桥的使者，同时也希望将中国的减贫经验传递出
去，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对接当地需求，消除贫困，是我们的使
命。”王行最说，中国扶贫基金会还将新长城特困
大学生自强项目复制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缅甸胞波助学金项目为缅甸贫困大学生提供1
年至4年不等的经济资助和成才支持。目前项目第
一批缅甸受益大学生已经完成了 4年的大学学业，
部分毕业生还通过扶贫基金会举办的招聘推介会
与缅甸中资企业达成了就业意向。缅甸驻华使馆
公使衔参赞吴汉温昂评价道：“基金会已是缅甸社
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仅会促进社会未来的发
展，还进一步促进双方友谊和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正从设想转变为一项项实实
在在的合作成果。春日里，阿贝巴叶胡靠着水窖
在这片缺水的土地上耕耘出了一个小菜园，家里
的柠檬树也果实累累。“这颗树今年浇了水，比去
年多结了很多果子。”他说。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国际爱心包裹项目今年计
划发放20万个以上的爱心包裹，未来3年发放100
万个。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将会和宁懵随伊一样背
上新书包，用上新文具……

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走出去融进去

减贫种子播撒在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常 钦

近年来，重庆万盛经开区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和“四好农村路”建设，
把公路修到农户家门口，将20余个乡村旅游景点串连起来，实现路与路、
路与景、景与景的无缝衔接，共开工建设“四好农村路”300公里，让22个
村民小组通了公路，112个村民小组通了油路或水泥路，7个国家级贫困
村实现整村脱贫。

图为3月16日，汽车行驶在扶贫公路上。 曹永龙摄 （人民视觉）

扶贫路修到家门口扶贫路修到家门口

3月 16日，为
祝福北京冬奥会，
由中国和斯洛文尼
亚滑雪爱好者联合
组成的“中国龙”
滑雪队舞动一条金
色“中国龙”，从
阿尔卑斯山山顶雪
场飞驰而下，在数
百米雪道上留下了
优美的曲线。

马蒂茨·斯托
伊斯摄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3月17日电（记者叶
紫） 国 家 医 保 局 近 日 在 其 网 站

（www.nhsa.gov.cn） 发 布 《2019 年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公众可以在 3 月 26 日前，通
过 电 子 邮 件 ： gjypmltz2019@nhsa.
gov.cn 或通信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
北小街 2 号-9，国家医疗保障局医
药服务管理司，邮编：100830） 向
国家医保局提出意见。

征求意见稿表示，药品目录调
整包括药品调入和药品调出两项内

容；调入的西药和中成药应当是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经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注册上市的药品；优先
考虑国家基本药物、癌症及罕见病
等重大疾病治疗用药、慢性病用
药、儿童用药、急救抢救用药等；
调入分为常规准入和谈判准入两种
方式，在满足有效性、安全性等前
提下，价格 （费用） 与药品目录内
现有品种相当或较低的，可以通过
常规方式纳入目录，价格较高或对
医保基金影响较大的专利独家药品
应当通过谈判方式准入。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征求意见

大手拉小手 平安向前走大手拉小手 平安向前走

3月 17日，江苏淮安市实验小学幼儿园的小朋友和家长来到驻地
消防队，开展“大手拉小手平安向前走”亲子活动。小朋友通过了解
消防器材、听讲消防常识，培养防火意识。

图为小朋友在体验消防员服。 赵启瑞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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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巴黎3月16日电（记
者杨一苗） 在第 39 届巴黎图书沙
龙上，来自中国的多语种“一带
一路”系列书籍受到不少法国读
者的关注。巴黎图书沙龙是欧洲
重要的图书展览活动。本届沙龙
15 日至 18 日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
中心举行。

此次参展的“一带一路”主题
图书是中国展团参展的重要内容，
包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一带一
路”故事系列丛书，讲述丝路沿线
国家风土人情的《丝路云谭》，以及

一些介绍中国丝绸、莫高窟、唐代
服饰等中国丝绸之路沿线省区人文
风貌的图书。这些图书包括中文、
法文、英文等多语种版本。

根据法国文化部公布的数据，
中文已经连续多年占法语对外翻译
出版的第一位，法国读者现在能很
容易地读到法语版的《史记》、唐诗
宋词、当代小说等中国作品。

参加巴黎图书沙龙的中国出版
代表团成员刘孟淳说，“一带一路”
主题图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出
去”的一个热点。

一带一路主题图书在巴黎受关注

3月 16日，西藏各地男女老幼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迎来一年
一度的开耕仪式。图为山南市乃东区克松社区居民在开耕仪式上。

晋美多吉摄 （新华社发）

载歌载舞喜迎开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