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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义说，对在不同省份参加过职工养老
保险的参保者，首先要评估他有没有可能领取
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如果参保加在一起超过
15年，在哪领取就要按照从长、从后这一原则。

“如果参保不超过 15 年，那么他应该领取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原则上就是在哪参保
就在哪领取。”胡晓义说，“而衔接的问题就要由
他曾经参保过的那些地方，向他最后领取待遇
地方归集他过去个人账户里的资金，也就是归
集到他最后的领取地。”

“他在另外一个制度里有缴费，如果能查

实，那么就把他重复缴纳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费退给本人。”胡晓义说，“而不重复时段的个人
缴费、集体补助以及重复时段的政府补贴及利
息都留在个人账户里，对个人权益是没有损害
的。”

胡晓义解释说，因为任何养老保险制度都
是为了保障参保者老年的基本生活，不允许同
时享受两份，所以对重复参保这种情况就需要
清理养老保险关系，清理的原则是就高不就低，
这就保证了养老保险待遇领取的唯一性。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人社部谈职保居保衔接

养老保险转到城乡都不吃亏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6月 16
日消息，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国家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
会等单位，指导中央电视台摄制了系列专题
片，针对近期流行的食品安全传言，通过实验
求证、实地采访和专家访谈等形式深度解读。

——是否应禁止使用亚硝酸盐
作为食品添加剂？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说，尽管大剂量
亚硝酸盐对人体有害，但如果用量合适，不
会引起毒性，同时又把更毒的细菌抑制了，
因此各国都允许在熟食或肉制品里面添加
亚硝酸盐。

——隔夜菜会造成亚硝酸盐中毒？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介绍，节目组将菠菜
和猪肉在经过烹制和不同条件下的储存之
后，通过正规机构检测了亚硝酸盐含量的变
化。得出的结果是：隔夜菜在 30 度以上的

开放环境放置 48 小时，亚硝酸盐含量确实
会有一定幅度上升，但最终数值都在安全范
围之内；如果放置在冰箱中储存 48小时，亚
硝酸盐含量增长很少。专家也提示绿叶蔬
菜在煮熟的 4小时内亚硝酸盐含量不高，所
以最好当天吃掉，尽量不吃或少吃隔夜菜。

——方便面料包中含防腐剂？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介绍，实际上，食品
变质主要是因为霉菌的生长，而霉菌需要在
水分达到 12％以上才会存活。方便面料包
中含水量一般在 5％以下，霉菌不会滋生繁
殖，且料包中含有的食盐成分会抑制霉菌生
长。方便面料包的配料成分已经决定了它
本身就具有防腐功能，根本不需要防腐剂。

——方便面的油炸面饼致癌？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钟
凯指出，在谷物类制品中，比较典型的潜在
致癌物就是丙烯酰胺。丙烯酰胺是由高淀

粉低蛋白类食物（如面粉、土豆等），在高温
下烹调时产生的。无论是油炸还是非油炸，
只要是高温加热，或多或少都会产生这种物
质。丙烯酰胺在漫长的人类烹饪历史中长
期和广泛存在，方便面中的丙烯酰胺含量远
远不到对健康造成危害的程度，将它与癌症
直接关联在科学上是不成立的。

——速冻水饺中的金黄色葡萄
球菌会引起食物中毒？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介绍，现行冷冻面米
制品国家标准确实允许速冻水饺里面检出
一定限量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对此，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刘秀梅表示：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空气、土壤等自然环境中
广泛存在。但速冻水饺的烹饪方式让这种
菌的存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摄氏 100度
条件下 5 分钟就可以将其全部杀灭。在烹
制食物时，足够的温度和时长是保障安全的
关键。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公立医院改革 5年来首次位列医改任务之首

“控规模”能治好“看病难”吗？

监管部门回应食品安全传言

油炸方便面不会致癌

综合新华社电 去年 4 月至 7
月，审计署对西电东送工程宁东至
山东±660千伏直流输电示范工程
等 21 个输变电项目的投资建设、
运营管理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并于
6月 16日向社会公布了审计结果。

从审计情况看，国家电网公司
和南方电网公司逐步健全项目法
人责任制、合同管理制和监理制，
及时筹措建设资金，规范财务收支
管理，保障了西电东送工程顺利实
施，但输变电建设管理中也存在着
违规招投标、多计工程款、私设小
金库等突出问题。

审计发现，电网公司未经招标
就将部分电网工程直接发包给关
联企业，招标中存在大幅压缩招投

标时间、评标不合规等问题，涉及
金额 34.39亿元。

审计还发现，电网公司直接
指定关联企业承担部分设备材料
采购、招标代理等业务，并借机多
支付相关费用，由此向关联企业
输送利益 8.19 亿元。相关工程投
资控制不严，主要是电网公司工
程初步设计概算偏高，约束力不
强，存在多支付工程价款、挤占工
程建设成本等问题，导致多计投
资 10.44亿元。

此外，电网公司所属部分施工
单位编造虚假合同、使用虚假发票
等套取电网工程建设资金 13.81亿
元，用于私设巨额小金库，主要用
于发放奖金、列支各种费用。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16日
电 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16 日对北京“10·28”暴力恐怖袭
击案件一审公开宣判，分别以组
织、领导恐怖组织罪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数罪并罚，判处
被告人玉山江·吾许尔、玉苏甫·吾
买尔尼亚孜、玉苏普·艾合麦提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参加恐
怖组织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数罪并罚，分别判处被告人
古丽娜尔·托乎提尼亚孜、布坚乃
提·阿卜杜喀迪尔无期徒刑和有期
徒刑 20年；以参加恐怖组织罪，分
别判处托合提·麦合麦提、吐逊江·

阿不力孜、阿布拉·尼牙孜有期徒
刑 10年至 5年。

2013年 10月 28日 12时许，吾
斯曼·艾山等 3 人驾驶越野车，连
续冲撞天安门广场前的行人，造成
无辜群众 3人死亡，39人受伤。吾
斯曼·艾山、古丽克孜·艾尼、库完
汗·热依木当场死亡。

庭审过程中，法庭使用被告人
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依法充
分保障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被告人委托和人民法院指定的律
师出庭为被告人进行了辩护，被告
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进
行了供述和辩解。

新华社长沙 6月 16 日电 16
日，记者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获
悉，近日 ,湖南省检察机关对“衡
阳 破 坏 选 举 案 ”中 48 件 案 件 50
名 被 告 人 依 法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公诉。
据介绍，迄今为止，湖南省检

察机关对“衡阳破坏选举案”立案
侦查 65件 68人。对其余涉案人员
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西电东送 21个输变电项目审计结果公布

违规招投标涉及金额34亿

“10·28”暴恐案3人被判死刑

衡阳破坏选举案50人被公诉

近日公布的 2014年深化医改重点工作
中，“公立医院改革”5年来首次位列各项任
务之首。其中明确：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
机构床位数达到 4张的地区，原则上不再扩
大公立医院规模；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
模和建设标准。这意味着公立医院不仅要
控制总体规模，还要控制单体规模。

人们不禁要问：公立医院规模大不好
吗？控制公立医院规模会不会加剧老百姓

“看病难”？记者采访相关业内人士对此进
行了解读。

公立医院不能无序扩张

今年医改重点任务强调“严格控制公立
医院床位规模和建设标准”。

深化医改的目标是为群众提供安全、有
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要求“保基
本、强基层、建机制”。公立医院的无序扩张
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大医院“一号难求”

“一床难求”并未因规模扩张而缓解，医疗费
用却在上升。

2005 年至 2012 年，患者自付部分占医
疗支出比例从 50％降到 30％，但 2012 年人
均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是 2005年的 1倍多。

明明医护人员已不堪重负，一些公立医
院缘何仍拼命扩大规模？根子在于它们不
真姓“公”，需要靠规模来创收。厦门第一医
院一边要求糖尿病科医生下社区，一边又加
上 5000人次的门诊任务。院长姜杰说：“我
们也想分流患者，可又担心患者人数减少，
因为这意味着收入下降。”

公立医院的扩张，加剧医疗服务的不
公平性和不可及性。曾任青岛医学院附属
医院院长的苗志敏说，少数大医院垄断医

疗资源，而对大多数患者来说在大医院看
病难之又难。

释放垄断空间，腾出优质资源
根据今年的医改任务，9 月底前要编制

《全国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对公立医院的总体数量合理把控。

控制公立医院规模，可腾出更多优质资

源。公立医院几乎垄断了先进医疗设备和好
医生。国家卫计委统计显示，2012年公立医
院有 122.6 万名医师，民营医院只有 17.8 万
名；从医院等级看，1624家三级医院拥有约
53万名医师，而 6566家二级医院也只有 61万
多医师。2014年 4月，民营医院诊疗人次、出
院人数均只占全国总数的 12％左右。其中的
关键就在于缺少核心竞争力——好医生。

“医疗行业生态需要合理化公私比例结
构，以形成参照和竞争。”中国医科院肿瘤医
院原院长赵平说，一家独大时，公立医院就
没有改革动力。如果民营医院发展起来，现
有 5%的专家流失公立医院就会紧张了。

基层和民营医疗机构需“健体”

公立医院“控规模”会否加剧看病难看
病贵？

受访专家表示，我国看病难看病贵并非
因为公立医院不够大、不够多，而是结构性供
给不足。优质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
院、公立医院，这样一方面导致病人向大医院
集中；另一方面民营医院难构成威胁，公立医
院缺少控费、提高服务质量的压力。

公立医院“控规模”后，应引导医疗资源
下沉基层，强化县级公立医院建设。山东省
医师协会一位专家认为，应着重提升县医院
医疗技术水平，这样才能留住患者。

在公立医院总体数量控制后，应引导医
疗资源社会化。“积极推动社会办医”今年首
次被单列为一项医改重点任务，并明确要重
点解决社会办医在准入、人才、土地等方面
政策落实不到位和支持不足的问题。“如果
医生不能自由流动，民营医院得不到这个核
心资源，发展很难实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卫生管理和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说。

民营医院自身也要把病人、医疗质量放
在首位。北京环球博盛医疗投资管理公司
董事长吴志泉说，民营医院到了必须改变的
时候，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民营医院价值
的最大化应是医疗安全、患者满意与利润实
现的完美结合。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7月 1日，《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将正式实施。据
统计，截止到2013年底，全国参加养老保险总人数达到8.2亿人，其
中城镇职工3.22亿人，城乡居民4.98亿人。职保、居保如何衔接，重
复参保人员待遇如何计算，手续如何办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副部长胡晓义6月16日做客中国政府网，回答了网友的提问。

“我国城镇化速度非常快，每年有数百万、
甚至千万的新人口流入到城镇里，不同养老制
度之间怎么实现衔接，使相关群体延续性的权
益能够得到保障，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而且
会越来越突出。”胡晓义说。

他说，问题最为集中的一个群体就是农民
工，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政策，他们的权益，特
别是这种累积性的养老保险权益会受到很大损
害。暂行办法主要就是解决累积性、延续性养
老保险的关系衔接问题。

衔接的标准是什么呢？胡晓义说，以男性
为例，如果到了 60 岁，其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

时间还不够 15年，那么就应该把他的关系在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里进行结算，但要把他在职工
养老保险里个人账户养老金全部转移到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里（包括利息），使他在
职工养老保险里缴费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

“如果他缴费满 15 年（职工养老保险缴纳
年限），到 60岁时，会把他在农村参加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缴的个人账户的钱转移到其职工养老
保险的个人账户里。”胡晓义说，“所以不管从城
里转回农村，还是从农村转回城里，两头都不吃
亏。这个界限就是你是不是在职工养老保险里
缴费满 15年。”

转到农村或城市都不吃亏

重复缴费退还本人

北京“10·28”暴力恐怖袭击案
件 8 名团伙成员 16 日在乌鲁木齐
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判。暴力
恐怖活动罪恶昭彰，坚决依法严惩
一切暴力恐怖犯罪行为，方能彰显
法律对于维护国家稳定、人民安宁
的作用。

暴力恐怖犯罪是世界公害，暴
恐分子是人类公敌。综观近年来发
生在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等地的暴
恐袭击案件，犯罪分子手段之凶残、
后果之严重令人发指。用足用好法
律武器，从快从重严惩犯罪分子，是
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

接二连三的暴力恐怖案件告
诫我们，与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的斗
争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必
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在严防死守
的同时，随时准备祭出法律武器，
给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恐怖分
子以毁灭性打击，彻底打消任何人
逍遥法外的侥幸心理。

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持
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
战略思想。从新疆长治久安大局
看，依法治疆是指导新疆工作的基
本战略。依法审判暴恐袭击案件，
严惩暴恐犯罪分子，是依法治疆的
必要之举。

当前，我国正以新疆为主战场，
开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
动。各地紧密配合、连续奋战，相继
打掉了一批暴恐团伙，抓获了一批
犯罪嫌疑人，并做到了依法快捕快
诉、从快从重审判，体现了政府对暴
力恐怖行为绝不姑息、绝不手软的
坚定态度，顺民意，得人心。

人民生命权利不容侵犯，国家
法律尊严不容践踏。依法严厉打
击暴力恐怖犯罪，人民群众坚决支
持。社会各界众志成城、同仇敌
忾，结成反击暴力恐怖犯罪的铜墙
铁壁，就一定能够把暴恐分子的嚣
张气焰打下去。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16日电）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6 月 16
日电 经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核 准 ，16
日，新疆阿克苏、吐鲁番、和田三
地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依 法 对 犯 有 组
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故意
杀人罪、放火罪、非法制造、储存、
运输爆炸物罪、盗窃罪的艾合买
提尼亚孜·斯 迪 克 、阿 卜 杜 杰 力
力·麦提纳斯尔等 7 案 13 名罪犯
执行死刑。

7起案件中，13名罪犯分别组
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策划并实
施暴力恐怖袭击，残忍杀害民警、
干部及无辜群众，对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造成重大伤害，严重威胁公共
安全。

案件审理过程中，各级法院均
依法充分保障被告人辩护权、使用
本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上诉权及
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从快从重依法严惩暴恐分子
■新华时评

新疆涉暴恐7案13人被执行死刑

6月 16日，北京市中小学首个 3D打印实验室落户北京二中亦庄学
校，北京紫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实验室捐赠 10 台 DM Cube桌面式
3D打印机用于学生创新制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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