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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4月18日电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8日公开宣判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受贿案，对被告
人艾文礼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
百万元；对艾文礼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
库。艾文礼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3年，被告人艾文礼利用担
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河北省承德市人民政府市长、中
共承德市委书记、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河北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
在企业改制、项目开发、安排工作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2006 年至 2014 年，艾文礼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
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78万余元。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艾文礼的行为构成
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艾文礼于案发前
携带赃款赃物主动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投案，并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真诚认罪、悔罪，避免、减少损害结
果的发生；积极主动退缴全部赃款赃物，具有法定、酌定从
轻、减轻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
判决。

据悉，本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以来，首例
携带赃款赃物主动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投案的案件。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对外发布的有关通报中，首次使用了“提出减
轻处罚的建议”的表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中，亦提出对
艾文礼予以减轻处罚的意见。人民法院对艾文礼的依法判
处，对腐败分子具有强大震慑和示范效应。

《监察法》实施以来首例——

案发前携带赃款赃物
主动投案被减轻处罚

据新华社太原4月18日电（记者魏飚） 记者从山西省
国资委近日召开的省属企业、市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了解到，
今年山西省属国企将进一步加大混改力度，放开股权比例
限制，让投资者有更大的股权比例空间。

2018年山西省属国企混改取得实质性进展，省属国企
混改率达到 70.9％，向社会资本发布 108 个 340 亿元股权
转让项目，新增2户员工持股试点企业。

据了解，2019 年，山西国资国企混改将放开股权比
例限制，让投资者有更大的股权比例空间。山西省国资
委将推动太重、文旅、汾酒、建投、中条山、大地、云时代
等竞争类企业和三家科研院所改制企业，分批在集团层
面试点混改。同时，推进省属煤企集团公司面向全国引
进战投，推出一批煤矿类子企业混改项目，允许民营企
业控股。

山西国资国企混改提速——

放开股权比例限制

聚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不断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

（上接 A1 版）市卫健委要进一步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全面履职尽责，加强
系统谋划，坚持精准施策，强化全市统筹，以科学的态度推进卫健发展，用改
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

二是补齐卫健设施短板，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要进一步推进医院
项目建设，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适度发展民营医院，积极引入国际医疗服务
资源，推动全市医疗资源布局更加均衡化、多元化和国际化。

三是强化卫健人才培养，大力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要加快打造一批有
影响力的重点学科群和重点实验室，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育，实现人才总量增
加、结构优化；加快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要重点向临床
一线、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贡献突出等人员倾斜。

四是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全面激发卫健发展活力。要强化医疗、医保、
医药联动改革，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大力推行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
设，积极探索包容而有效的审慎监管方式，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解决更深层
次矛盾。

五是坚持以特色创品牌，加快打造城市卫健名片。要传承、发展好孟河
医派，加快打造中医专科联盟，大力培养中医人才，实现中医药振兴发展。

副市长陈正春和市政府秘书长杭勇参加调研。 （汤怡晨 韩晖）

（上接 A1 版）实施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
预算和政策拓展，是党中央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
查监督职能的重要举措，我市将认真贯彻落实意
见要求，依法加强和改进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工作，
积极实施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
策拓展，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政策实施
效果。

会议讨论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方案。开展水污染
防治法执法检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助力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具体行动，
也是常委会 2019 年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省市
人大将通过上下联动方式，同步开展执法检查。
根据方案，市人大常委会将成立执法检查组，从 4
月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省市联动执法检查工作。

会议讨论通过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常
州市轨道交通条例（草案）》制定情况的报告。去
年 12 月 18 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
议对该法规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会后，按照
有关程序，该法规草案经过了多轮修改。会议同
意将此报告向市委汇报，并经市委同意后，再将条
例草案修改稿提请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

议进行第二次审议。
会议商定，于 4 月 25 日-26 日举行市十六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建议议程 7 项，分别
是:审议《常州市轨道交通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

《常州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草案）》；审议市十六届
人大三次会议“关于强化政策落地，优化营商环境，
全力支持和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议案处理意
见的报告，并作出相应决定；审议市政府关于 2018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突出环境
问题清单整改情况的报告；审议市政府关于全市宗
教事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审
议意见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并进行满意度测评；
审议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了上述审议议题的准备
情况汇报和人事任免情况的通报。

又讯 昨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2019
年第五次会议，分别学习了《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
示报告条例》、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栗战书委员长在水污染防治法执法
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宣
传部关于台湾问题的学习材料，并对贯彻落实提出
了具体要求。

（刘一珉 蒋逸琦）

（上接A1版）
为推动高质量管理明星城市的建设，今年的物业服务

行业“双随机”抽查在往年检查基础上，首次由市住建局和
城管局联合开展，并提出了更加精细、更加严格的要求。市
物管协会秘书长朱文玉说：“这两天物业公司都来问我知不
知道抽查名单，我告诉他们，名单在检查组出发前领导才公
布，检查人员和其他人事先都不知道。”

当天上午，由市城管部门、物管中心、物管协会等单位
多位专业人员组成的联合检查组来到世茂香槟湖小区，向小
区物业人员告知来意后，随即兵分4路，分别检查了该小区
的现场环境、设备设施管理、资料管理、公共收益的收支以及

是否存在违反物管法规等情况。
经过3个多小时的抽查，负责现场环境的检查人员发现，

世茂香槟湖2.2期的绿化管理比较到位，但107和108两幢住
宅楼地下车库的电动车充电点设置不足，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住宅楼顶层天台的避雷设施上，有居民晾晒了衣服和被子。负
责违法行为检查的城管队员发现，该小区的别墅区域存在较多
的违章搭建现象，其中有一户被责令停工整改的别墅，门前铺
设的花岗岩地坪明显侵占了公共绿化。设施设备检查人员发
现，87幢电梯机房无巡查记录，且维保证没有上墙，地下车库
的充电插座没有漏电开关等。抽查发现的所有问题，检查组最
后都通过《问题反馈表》告知了世茂香槟湖小区物管负责人。

据悉，目前，全市共有住宅小区 1612 个，在册物业服务
企业 397 家，从业人员达 6 万余人。我市物管行业通过 20
多年的持续发展，服务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部分公司
和项目存在物业服务不完全履约、降低服务标准、账目不
清、公共设施收益和分配不向业主公开等问题。因此，今年
的“双随机”抽查，从本月起每个月都将抽查 10 个物管项目，
每个辖市、区 2 家，其中包括前两年抽查项目中发现问题较
多的项目。

检查组表示，此次“双随机”检查发现的问题都将责成物
业公司限期整改，其中发现物业管理方面违法行为的执法事
项将一并移交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执法，并且抽查结果与
整改情况，最后都将与物管企业信用记录挂钩。市住建部门
和城管部门，希望通过此次的严格抽查，敦促物业管理的各项
规定和制度的落实，切实维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为建设高
质量管理明星城市奠定基础。 （住建轩 周瑾亮）

我市每月抽查10个小区物管

一个村，一个会。阳春时节，习近
平总书记飞赴重庆，聚焦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看的村，是大山深处的贫困村，名
叫华溪村。它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镶嵌在群山高山之中。越过
千山万水，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总书记
就是想实地了解脱贫攻坚进展情况，
看看贫困地区的新面貌。

开的会，叫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跨省区座谈会。“两不愁三保
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
心指标，是共产党人面向世界的铮铮
誓言和郑重承诺——到 2020 年稳定
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
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聚焦问题，就难点议对策，恰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这个会不是清谈会，而是
冲着问题来的，是要实打实地研究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

摆脱贫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近
百年来，新中国成立 70 年、改革开放
40 多年，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移的初
心、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习近平总书
记长期思考的重大问题。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
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
的。”在梁家河，他最大心愿就是让乡
亲们饱餐一顿肉；到了正定，他甘冒风
险也要摘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在宁
德，他带领探索“弱鸟先飞”的脱贫
路。一直到省里、到中央，扶贫这件事
他始终“花的精力最多”。习近平总书
记说：“我提倡钉钉子精神，这得从我
做起啊！这件事我要以钉钉子精神反
反复复地去抓。”

党的十八大至今，中国不断刷新
的减贫成绩单令世界惊叹。从 2012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9899万，
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每一年、每
一月，甚至每一天，这个数字都在变
化。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贫困难题，
进入了决战决胜的倒计时。

众志成城，越战越勇。习近平总
书记说：“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
阶段，我们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大山深处的特殊“抽查”

走进老党员、已脱贫户马培清家，
已是下午五六点钟。4月15日这一天，
习近平总书记一早从北京出发，乘飞机
抵达重庆，再转火车、换汽车，翻过一座
座山、爬过一道道梁，一路奔波，来到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
雨后初霁，连绵的七跃山郁郁葱

葱。华溪村祖祖辈辈在山脚下的“巴掌
田”耕作，脱贫的步子也慢了些。路上，
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了村子的情况介绍：
建档立卡贫困户 85 户、302 人，其中 8
户、19人还没有脱贫。

马培清家很热闹。村民代表、基层
干部、扶贫干部、乡村医生，还有已经摘
帽的脱贫户，小院里笑语欢声。总书记
亲切地招呼大家坐下来细细聊。

“换了三种交通工具到这里，就是想
实地了解‘两不愁三保障’是不是真落
地。我们在奔小康。小康不小康，关键
看老乡，关键看扶贫工作做得怎么样。
贫困群众脱贫最基本的标准，就是‘两不
愁三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笑着补充了
一句，“这次到重庆来，就抽查你们一个
点。”

乡亲们都有一肚子的心里话。靠帮扶
摘帽的村民汪从兴抢先发言，他没说两句
就哽咽了。迎着总书记鼓励的目光，他讲
述了自家的故事：两个娃儿上学，母亲重
病，家里曾经穷得揭不开锅。而今，每年
1000多万贫困群众脱贫，他是其中一个。

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倾听，不时插
话。等到大伙发言告一段落，他给乡亲
们一条条梳理“两不愁三保障”的进展。

“咱们国家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家家
都有补丁衣服。我也是穿补丁衣服长大
的。但是现在到全国各地去，包括偏远
的山村，大家穿得都很整齐，铺盖床褥也
很少见补丁。”

“再说粮食，我刚才看的两户人家都
有两三个粮垛子，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听说这些粮垛子装的多是前年收获的粮
食，习近平总书记颇为感慨，“过去在陕
甘宁边区，形容年头好是‘耕三余一’。
现在你们‘耕一余三’，一年种的粮食吃
个三四年。”

小院里笑声朗朗。华溪村也是中国
特困地区的一个缩影。总的看，“两不
愁”已基本解决，“三保障”还存在不少薄
弱环节。这次抽查，习近平总书记对教
育、医疗、住房安全等看得格外仔细。

年仅11岁的陈锐是马培清的孙子，
他也歪着小脑袋认真听。下午总书记先
去了村口的中益乡小学，他已经看到了习
爷爷。一放学，又赶上习爷爷来家里做
客。和蔼亲切的习爷爷，让他一点也没感
到陌生。习近平讲起了学校调研的观感：

“学校正在盖宿舍楼，就是为了解决
一些孩子上学远的难题。食堂二位师
傅，服务全校 157 个学生和 23 个老师，
午饭四菜一汤。我想起咱们开始扶贫的

时候，推行每个孩子保证每天一杯牛奶、
一个鸡蛋。现在每顿标准涨到了 6 块
钱，比当初丰富多了。通过补贴，学生家
长负担也不重。我还注意到一件事，孩
子们都说普通话，这说明教学规范了。”

小陈锐听了不住地点头。
贫困户张剑峰坐在总书记左侧长条

凳上，他给总书记算了算自己的医药
费。“前年查出了鼻咽癌，党和政府雪中
送炭报销了8万。”一旁的中益乡卫生院
蒋凤插话说，像这种因病致贫，中益乡还
有200多户，我们实施了资助参保、先诊
疗后付费和大病救助兜底。

对因病返贫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十分
上心：“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是
防止老百姓因病返贫的重要保障。这个
兜底作用很关键。脱贫攻坚明年就要收
官，要把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

晚霞满天，山村如画。习近平总书
记离开村子时，乡亲们聚在村头，争相同
总书记握手，依依不舍。

回到重庆市里，已是夜深。总书记
仍挂念着山村的乡亲们：

“看了这么一个村，我心里是有底
的。到 2020 年初，预计全国将剩下 600
多万贫困人口和 60 多个贫困县。把今
年工作抓好抓实，明年继续攻坚，就能彻
底消灭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从各方面情
况看，我们对完成任务是很有信心的！”

“最重要的是防松懈防滑坡”

16 日下午，重庆。在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开宗明义：

“这是一次跨省区的座谈会。党的
十八大以来，从延安、贵阳、银川、太原、
成都，再到重庆，我是第六次主持召开此
类会议。主题都是脱贫，但每次的重点
和专题有所不同。我们讲精准脱贫，咱
们工作的着力点也要体现精准。”

“召开这次座谈会，主要是考虑离全
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只剩下不到两
年时间了，今年的工作尤为关键。脱贫
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打法’要
同初期的全面部署、中期的全面推进有
所区别，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防松懈、防
滑坡。”

会场上，大家的发言开门见山，讲问
题多、谈成绩少。习近平总书记不时插
话，更是直面问题。

“现在乡村教师的工资状况落差大
不大？”当教育部负责同志介绍乡村教师
待遇时，他插话问道。

“在义务教育阶段，乡村教师工资略

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但还没有实
现全覆盖，力争3年做到。”

习近平总书记继续追问：“没有做到
的原因是什么？乡村振兴和持续发展的
关键在教育，要保持教师队伍稳定，乡村
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共产党人有迎

难而上的担当，更善于从问题中找到发
展的钥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清醒
看到我们的困难和问题，分清轻重缓急，
妥善解决，必须解决且有能力解决的要
抓紧解决，不能影响脱贫攻坚任务的完
成；有的问题是长期性的，攻坚期内难以
毕其功于一役，但要创造条件、订出计
划、拿出办法，分阶段逐步解决。

越是到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不求速成，脱贫
摘帽后还要稳一稳、沉淀沉淀，确保经得
住历史的检验。质朴的语言，充满辩证
法和科学的方法论，充满哲理性的光芒，
直抵人心。

总书记谈到了“迟到”和“早退”的问
题。“脱贫‘迟到’一点没有关系，还可加
大力度，但没有必要强调‘早退’。‘早退’
容易形成攀比，引起队伍不安心，更容易
弄虚作假，一定要刹住。我们定的是
2020 年全面实现脱贫，是要全力以赴、
奋力拼搏、快速奔跑、急行军才能完成
的，但决不能急功近利去抢功、冒功。”

他谈到了“拔高”和“降低”的问题。
听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同志讲危房
改造，习近平总书记叮嘱道，有两个倾向
要注意，一个倾向是一步登天式的，擅自
拔高标准。脱贫是保障基本生活，跟富裕
小康是不一样的。另一个倾向是降低标
准，争抢早“脱贫”。尤其是一些地方易地
扶贫搬迁的房子，层层转包，落实不到位、
不达标，住一两年天花板就掉下来了。对
降低标准的问题，一定要严肃整改、务必
到位。

会场，安静到能听见笔尖划过纸面
的沙沙声。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蹇泽西
发言时，提到了石柱县的脱贫产业。“石
柱县是黄连之乡、辣椒之乡，还盛产蜂
蜜。我们常说，吃得了黄连苦、解决问题
不怕辣，日子才会比蜜甜。如今，石柱县
还新发展了中药材黄精种植。村民们不
仅可以拿土地流转费，还能参与分红。”

习近平总书记听了深有感触：“我们
提出要实施‘五个一批’，总的就是要因
地、因人制宜，缺什么补什么，能干什么
就干什么，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大山挡住了人流、物流、信息流，也

挡住了致富路。蹇泽西告诉总书记，这
几年，石柱县推进交通建设向贫困乡、贫
困村覆盖，如今行政村通畅率100％。

“没有交通，就没有眼界。我想起当年
在福建，去寿宁的路非常难走。乡亲们也
不敢把猪养得太肥，因为太肥的话运不出
来。但路一通，车一进去，发展就活了。”

产业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
越是到吃劲的时候，越要响鼓重锤。有
组沉甸甸的数据：全国 832 个贫困县，
153 个已经宣布摘帽，284 个正在摘帽
评估。习近平总书记放眼长远：“脱贫既
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要严把贫困退
出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
脱真贫、真脱贫。”

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
帮扶”“不摘监管”。铿锵的声音，蕴含着
接续前行的内在逻辑：“贫困县摘帽后，
要继续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实
现已脱贫人口的稳定脱贫。要保持政策
稳定性、连续性，不能乱翻烧饼、不能动
辄换了频道。”

汇聚磅礴之力

脱贫战线上千千万万的干部群众，
是中国奇迹默默的创造者。

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困难群众追求
美好生活的奋斗激情。

张剑峰，因病返贫的华溪村村民。
他感恩党的帮扶，一再给总书记念叨：

“如今政策真是好，我要努力往前跑！”
习近平总书记笑了：“我也在村道边

看到了这句标语，很生动！这句话说明
两点，一是党的政策深得人心；另一点
是，人民群众看到政策好，激发了他们的
奋斗精神。”

扶贫要扶智，更要扶志。习近平总
书记说：“要通过‘扶’激励‘干’，不能通
过‘扶’促进了‘懒’，这就南辕北辙了。”

“我去了中国很多贫困地区，看望了很多
贫困家庭，他们渴望幸福生活的眼神和
不怕苦不怕累的奋斗精神，深深印在我
的脑海里。”

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扶贫干部踏石
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干作风。

谭雪峰，中益乡党委书记。30 多岁
的他，在扶贫一线摸爬滚打了7个年头，
选择了一条和大学同学完全不同的人生
路。他告诉总书记：“去年我们和驻乡驻
村工作队只休息了 3 个双休日，每天入
户摸排情况、落实政策，我们敢说对脱贫
做到了百分之百精准。”

伍东，重庆市城口县周溪乡凉风村
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修富路、挖穷

根。他最大的感受是“农民要致富，关键
靠支部”。这些年，村里加强了党支部建
设，建立了互帮、互学、互管活动小组，先
富帮后富、后富学先富蔚然成风。

还有重庆市奉节县平安乡党委书记
邹远珍，总书记询问她乡里的情况，她成
竹在胸，应答如流。谈到下一步，她说得
很动情：“我们将秉承‘为民吃尽天下苦，
甘洒热血染山河’的革命精神，以‘流血
流泪不留遗憾，任劳任怨绝不认输’的奋
斗状态，迈入全面小康！”

脱贫一线干部的辛劳与付出，习近平
总书记记在心里。这些年，300多万县级
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驻村
帮扶，目前在岗的第一书记20.6万人，驻
村干部70万人，加上197.4万乡镇扶贫干
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线扶贫力量明显加
强，成为脱贫攻坚的“尖刀班”“爆破手”，
打通了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

总书记特别提到了奋战在一线的扶
贫干部：“这都是我们新时代的英雄。我
们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健康、安全。”“对
在基层一线干出成绩、群众欢迎的干部，
要注意培养使用。培养干部就是要不断
推到火线上、前线上，在摔打中成长，成
为骨干栋梁。”

华溪村的谭登周今年春节专门请人
写了副春联：“九死一生靠政策，三病两
苦有医保。”横批是“共产党好”。

老谭年逾六旬，去年务工时受了重
伤，在床上躺了 4 个多月。“党和政府补
助 14 万。”老谭讲到这件事，激动不已：

“要不是政策好，我坟上的草都这么高
啦！”习近平总书记握着他的手：“党的政
策对老百姓好，才是真正的好。”

脱贫攻坚，见证着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本色。“咱们过去闹革命的时候，共产
党是穷苦老百姓的党，就立志为老百姓
翻身得解放去奋斗。如今，国家发展日
新月异，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还有没有生
活困难的老百姓？现在有条件了，更要
帮助贫困群众过上好生活。全面小康路
上一个也不能少，每一个贫困群众都要
帮扶，这才是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话
音未落，掌声如雷。

脱贫攻坚，也是我们党对历史、对人
民的一份交代。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
斗，把太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书写了气
壮山河的人间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
追求老百姓的幸福。路很长，我们肩负
的责任很重，这方面不能有一劳永逸、可
以歇歇脚的思想。唯有坚定不移、坚忍
不拔、坚持不懈，才能无愧于时代、不负
人民。” 新华社重庆4月18日电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专题调研脱贫攻坚

“这件事我要以钉钉子精神反反复复地去抓”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兰佳颖
刘红霞） 财政部 18 日对外发布，今年 3
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6245 亿元。
其中，一般债券 2335 亿元，专项债券
3910亿元。

按用途划分，今年 3 月我国发行新

增债券达 4886 亿元，发行置
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 1359
亿元。

从一季度看，全国发行地
方债14067亿元，其中，一般债
券6895亿元，专项债券7172

亿元；按用途划分，发行新增债券
11847亿元，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
2220亿元。

财政部通告显示，一季度地方
债平均发行期限为7.7年，其中，一
般债券 8.5 年，专项债券 6.9 年；平

均发行利率 3.35％，其中，一般债
券3.37％，专项债券3.32％。

截至 3 月末，全国地方债余
额为 196194 亿元，控制在全国人
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其中，一般
债 务 115559 亿 元 ，专 项 债 务

80635 亿元；政府债券 193043 亿
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
3151亿元。

今 年 ，全 国 地 方 债 限 额 为
240774.3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
额为 133089.22 亿元，专项债务限
额为107685.08亿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
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认为，一季
度发债进度和使用情况都超过预
期。今年地方债发行与实际需要紧
密结合，既在“开前门”稳投资促消
费方面显现巨大作用，也为“堵后
门”防风险提供了保障。

财政部：

一季度发行地方债1406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