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渐进式”包含多层含义

胡晓义说，综合分析我国劳动力供
求和老龄化程度等经济社会发展因素，
参考国际经验，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退
休年龄现状和诉求，在明确目标的前提
下，采取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方式，既
能确保政策调整前后平稳过渡，也不会
对当期的就业状况造成太大影响。

“根据我们对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
初步学习和理解，‘渐进式’延迟退休年
龄包含着多层含义。”胡晓义说，“一是要
提前若干年预告，不能今年宣布明年就
实施，而要让公众、特别是相关群体有必
要的准备期。”

二是要分步走，比如先从退休年龄
最低的群体开始，从人力资源替代弹性
系数低的群体开始，逐步扩展到各类群
体。

三是要迈小步，比如每年只延迟几
个月，小步徐趋，用较长的一段时间完成
平滑过渡。

四是要多措并举，在延迟退休的同
时，严格控制提前退休，进一步强化养老
保险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调整产业结
构、开发更多适合中老年人又不与青年
人争夺工作机会的岗位，加强中老年人
技能培训，并研究支持中老年人就业的
扶持政策等等，以最大限度降低对相关
群体的不利影响。

延迟退休确需提上日程

“退休年龄是一项重大社会经济政
策。”胡晓义说，“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阶段和蕴含矛盾看，确有必要将研究延
迟退休年龄问题提上日程。”

胡晓义说，目前我国城镇人均预期
寿命达 75 岁以上；加上劳动条件改善，
平均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如果继
续维持较低的退休年龄，一方面不利于
调动中青年人劳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也得不到持续、
合理提高。

同时，我国总的就业形势依然是劳
动力供大于求，但 2012年首次出现劳动
力资源总量绝对下降的现象，比上年减
少 345 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下降 0.6 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重要的
信号，预示着未来我国劳动力将逐步进
入供给总量减少时期。

“众所周知，经济发展是需要一定数
量的人力资源供给做支撑的，因此我们
必须改变过去滥用青壮年劳动力的粗放
方式，更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效能。”胡
晓义说，“加强技能培训、适当延迟退休
年龄等都是增加扩大劳动力供给量、保
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

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加速到
来。从全国劳动力资源与老年人口的比
值看，2007 年为 6.85：1，5 年后急剧降到
4.83：1。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目前的抚养比（缴费者与领取待遇者
之间的比例）为3.03：1。据预测，2030年
前后，养老保险抚养比将提高到 2：1 以
下。

“保证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总体平衡、
制度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多种增收减
支措施，如扩大覆盖面、增加财政投入、
多渠道筹资、提高结余资金收益率等。”
胡晓义说，“但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减缓
抚养比迅速提高的趋势，也是重要举措
之一。”

这位副部长也指出，随着我国教育
事业的发展，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不断延
长并形成起始工作年龄普遍推后的格
局，如果退休年龄仍维持较低水平，将限
制中老年人力资源特别是女性人力资源
充分利用，并影响人才强国战略的实
施。从目前实际情况看，许多专业技术
岗位（医生、教师、科研人员等），五六十
岁正是经验丰富、技艺纯熟的阶段，而且

这种高端人力资源的替代弹性较低。
如果早早退休，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
费。

决策具有三大特点

胡晓义说，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
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党中央从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长期性、战
略性角度出发，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

“全局性，即这项政策涉及多个领
域，是综合性很强、又对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胡晓义说，“长
期性，即这项政策不是只考虑一两年、
十几年，而是涉及相当长时间的制度安
排；战略性，即这项政策关系到我国应
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充分利用人力
资源，发挥优势，增强国力。”

我国现行职工退休年龄男60周岁、
女干部 55 周岁、女工人 50 周岁。这是
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劳动保险条例》和
有关机关事业单位退休政策规定的，至
今仍在执行。

“建国初期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只
有 40 岁左右，依据当时的劳动条件、健
康水平和男女生理特点等因素，规定这
样的标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胡晓义
说，“目前，我国人民健康水平大大提
高，人口预期寿命达到 74 岁（城镇更
高），而企业职工男女平均实际退休年
龄只有 54岁，明显偏低。”

这位副部长介绍，目前世界上
170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中 ， 正 常 退 休 年
龄，男性集中在 60 岁和 65 岁，女性
集中在 60 岁。1989 年至 2009 年的 20
年间，有 65 个国家提高了退休年龄；
男性平均退休年龄由 60.01 岁提升至
61.01 岁；女性由 57.87 岁提升至 59.38
岁。凡是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
都已实施或准备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
策；虽然也有不同意见，但看来已成
普遍趋势。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
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
退休年龄政策”。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
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
符合我国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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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12 月 10 日电（记者双
瑞）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10 日公
开开庭审理了“8·19”公交车杀人案并当
庭宣判。被告人周江波犯故意杀人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被判
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今 年 8 月 19 日 ，安 阳 市 境 内 一 辆
满载乘客正在行驶的公交车上，突发
持刀伤人血案，造成 3 人死亡，多人受
伤 住 院 。 8 月 20 日 ，犯 罪 嫌 疑 人 周 江
波被抓获。

11 月 25 日，安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被
告人周江波犯故意杀人罪、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向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安阳中院受理案件当日即并
向被告人周江波送达了起诉书。

12 月 10 日，安阳中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此案。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江波的行
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且犯罪手段极其残忍，情节
特别恶劣，后果及罪行极其严重。

安阳中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周江波犯
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
有期徒刑 8 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周江波当庭表示不上诉。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据中国政
府网10日发布的消息，国务院决定再取消
和下放 68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有 2项属
于保密项目，按规定另行通知），并公布82
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
目录，包括此前《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
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中提出
的涉及法律的16项行政审批项目（国务院
已按照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修改了相关法律）。

国务院还另建议取消和下放7项依据
有关法律设立的行政审批项目，将依照法
定程序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修订相关法律规定。

被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包括煤炭生
产许可证核发、设立煤炭经营企业审批、
民办学校聘任校长核准等。

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做
好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落
实和衔接工作，加快配套改革和相关制度
建设，在有序推进“放”的同时，加强后续监
管，切实做到放、管结合。要按照深化行政
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继续
坚定不移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理行
政审批项目，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0日电（齐中
熙、张建宾）世界最大直径单管双层公路
隧道——扬州瘦西湖隧道 10 日顺利贯
通。这一隧道攻克了全断面硬塑粘土地
层等世界性盾构施工难题，多项技术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并获得“全国建筑业绿
色示范工程”荣誉称号。

瘦西湖隧道预计明年9月建成通车，
届时从湖东到湖西只要3分钟时间，大大
缓解景区交通压力。

扬州瘦西湖隧道下穿素有“园林之
盛，甲于天下”美誉瘦西湖风景区核心区
段，全长 3.6 公里，设计为单管双层双向
四车道。隧道主体盾构段采用 14.93 米
的世界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施工，
要穿越长达1200多米的全断面硬塑粘土
地层。

施工单位中国铁建十四局集团瘦西
湖隧道项目指挥长戴洪伟介绍，这种土
层俗称“老粘土”，掘进时就好像盾构机
的刀盘上缠上了“口香糖”，很难往前推
进，属盾构机施工的世界性难题。

中国铁建十四局集团项目指挥部与
科研单位联手攻关，针对特殊地质条件
对盾构机进行了适应性技术改造，先后
攻克了刀盘冲刷系统改造、气泡仓冲刷
系统改造、超大直径盾构机盾尾一次性
调圆、刀盘吊耳自行设计制作等多项世

界级技术难题，自主创新 19 项施工新技
术，其中有10项专利。

通过不断优化方案，项目部仅用 52
天就完成了设备的组装调试，创造了国
内超大盾构机组装调试纪录，同时创造

了超大直径盾构机在全段面粘土地层平
均日掘进 8 米、最快日掘进 12 米的世界
纪录。在隧道混凝土管片拼装中，同环
内纵缝错台控制在2毫米之内，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我国将采取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
要迈小步，如每年延迟几个月方式完成平滑过渡

世界最大直径双层隧道穿越瘦西湖
全长3.6公里，设计为单管双层双向四车道

图为扬州瘦西湖隧道内景。新华社发

新华社沈阳12月10日电 （记者孙
仁斌）记者 10 日从辽宁省环保厅获悉，

《辽宁省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暂行办法》公
布以来，辽宁省首次给 8 个城市开出“雾
霾罚单”，罚缴总计 5420万元。

据了解，按照《辽宁省环境空气质量
考核暂行办法》，截至 10 月末，辽宁省环
境空气质量考核罚缴资金总计 5420 万
元。其中沈阳 3460 万元，大连 160 万元、
鞍山 780 万元、抚顺 160 万元、本溪 20 万
元、营口 40 万元、辽阳 500 万元、葫芦岛
300 万元。据介绍，罚缴资金将全部用于
蓝天工程治理环境空气质量。

根据《办法》规定，考核指标暂定为
PM10、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三项。辽宁
省环境监测实验中心负责对各市环境空

气质量进行监测，每月监测数据逐日汇
总后，于下月 5日前上报省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辽宁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根据监测数据汇总结果，每月按日对
各市进行考核。

《办法》规定，依据超标程度，考核结
果分为黄色和红色两种。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三项中任何一项
日平均浓度值超标，省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给予有关市黄色通报。二氧化硫
日平均浓度值超标 0.25 倍以上，或者二
氧化氮日平均浓度值超标 0.25 倍以上，
或者可吸入颗粒物日平均浓度值超标 0.5
倍以上，给予有关市红色通报，要求有关
市制定整改措施限期进行整改，并予以
相应惩处。

共罚款5420万元

辽宁首向辽宁首向88城市开出城市开出““雾霾罚单雾霾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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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张鹏
雄、王慧慧）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0日说，美
国网络安全公司热炒所谓“中国网络威胁
论”博取关注，既无助于国际网络安全合
作，也无助于有关公司的专业资质和声誉。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
道，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FireEye 的报告称，
中国黑客曾经入侵欧洲五国外交部门的
电脑系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中方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
者，反对任何形式的黑客攻击，已制订相
关法律打击此类行为。中方并就打击网
络犯罪开展广泛国际合作。

他说，美网络安全公司一直热衷于炒
作所谓“中国网络威胁论”，但拿不出什么
确凿的证据，其开列的所谓“证据”也广受
网络专家质疑，既不专业，更不负责任。
拿一些子虚乌有的事转移视线，博取关
注，既无助于国际网络安全合作，也无助
于有关公司的专业资质和声誉。

新华社上海12月 10日电 （记者黄
安琪）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于 10 日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松江杀婴案犯罪嫌
疑人雷某依法批准逮捕。

11 月 24 日 10 点 30 分左右，上海警
方接到报警电话称：4 个月大的婴儿在
家中“失踪”了，而整个过程只有“一转
眼的功夫”。

11 月 27 日，警方认定失踪婴儿的伯
母雷某有重大作案嫌疑。经审讯，雷某
交代了犯罪事实：因为家庭纠纷，心理失
衡，于 24 日 9 时许将侄子杀害并藏匿在
洗衣机中。

雷某表示：“我就想拿她（弟媳）家宝
宝出出气，然后就把他抱到卫生间里，我
听到我公公回来了，情急之下才用手捂
住了他的鼻子和嘴巴，然后我发现宝宝
就不动了。我现在想，我也觉得自己好
残忍。”

据悉，雷某今年 22 岁，去年五月嫁到
婆家后产下一女。去年 7 月，弟媳的到来
让雷某的内心开始失衡，逐渐迁怒于弟
媳才产下几个月的宝宝。

据新华社长春12月 10日专电 （记
者张建）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
华在长春表示，全国中小学电子学籍系
统将在今年年底全国联网，2014 年正式
实现开通。

王定华是在吉林省长春市参加中国
教育学会宽城教改实验区工作阶段总结
会上发言时做出上述表态的。他说，今年
年底要全国联网，了解学生的异动和变化
情况。2014 年早些时候将正式开通。对
这项工作，2014年度教育部将进行专项督
导。今后中央一些经费支持要与电子学
籍的建设情况挂钩。

目前，31个省市区外加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中小学学籍信息已经实现了信息入
库，主要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血
型、是否享受营养餐、是否住宿，是否有校
车需求等。

据介绍，教育部考虑要在全国统一规
范学籍管理制度，以身份证为基础，每个
学生都有一个代码，首次入园和入学的时
候采集基本信息，这个号码终身不变。今
后，在提干、晋升职称、读博士等时候，不
用干什么都填写一次表，因为基本信息都
有了，只需更新完善即可。

王定华说，今后要完善实施细则，实
行省级统筹、属地管理，要明确各级学籍
变动的具体条件和操作办法，要开展有效
地培训，要培训学籍系统的基本功能、学
籍基本信息的采集要求和学籍的变动操
作。其中，对省级的培训由教育部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吕
诺）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姚宏文 10
日说，用药要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
就不多用；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
的原则。这是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联
合制定的合理用药十大核心信息之一。

姚宏文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合理用药十大核心信息还
包括处方药要严格遵医嘱，切勿擅自使
用。特别是抗菌药物和激素类药物，不能
自行调整用量或停用；任何药物都有不良
反应，非处方药长期、大量使用也会导致
不良后果；孕期及哺乳期妇女用药要注意禁
忌。儿童、老人和有肝脏、肾脏等方面疾病
的患者，用药应当谨慎，用药后要注意观察；
从事驾驶、高空作业等特殊职业者要注意药
物对工作的影响；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
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国家免费提供一
类疫苗；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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