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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方案有望后年推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答记者问

经济增速放缓，怎么稳就业？如何保障养老金收支平衡？医保全国联网有无

具体时间表？延迟退休方案何时出台？3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

蔚民、副部长胡晓义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回答了中外记者有关就

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提问。

经济下行压力下，就业形势将更为严峻，今年城镇新增就业
1000 万人以上的目标能否完成？对此，尹蔚民说，要付出更艰巨的

努力，但有信心。
他说，今年城镇新增长劳动力 1500

万人左右，其中高校毕业生 749 万，还有
中专、技校和初中高中毕业以后不再

继续升学的学生，以及需要转移就业
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总量压力巨大，结构性矛
盾更加突出，要以高校毕业生

和就业困难人员为重点，精准
发力，保持就业局势稳定。”

尹蔚民说。
他表示，要继续实施大学生创

业引领计划和大学生就业促进计
划，推动创业带动就业，破解创业资

金难题，真正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局面。同时，积极面对产业结构调整、

化解过剩产能中可能出现的失业风
险，做好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工作。

新增城镇就业1000万人

备受关注的延迟退休政策有无时间表？尹蔚民说，争取今年完成
方案制订，明年报经中央同意后征求社会意见，后年正式推出。方案推
出至少五年后，再渐进式实施。

他说，这项政策的提出主要针对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偏低的实际情况。我
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的，当时人均预期寿命只有 40
岁左右。60 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数量、结构和预期寿命都发生巨大
变化，有必要对退休年龄作出调整。

“目前，社会对延迟退休的问题还没有形成共识。”尹蔚民说，延迟退休方案的制
订会充分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和看法，使方案更周到，为各方面所接受：一是会根据
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劳动力状况把握调整的节点和节奏；二是“小步徐趋、渐进到
位”，每年只延长几个月的退休时间，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三是
会有社会预告。

延迟退休方案
有望2017年推出

尹蔚民说，力争在 2015 年
出台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方

案。实行全国统筹以后，可以在全
国范围内调剂余缺、分散风险。他

说，养老保险目前总体运行平稳，无论
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还是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都是收大于支。但是，人口老龄
化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影响巨大，解

决收支平衡问题需要综合施策。
“首先要加大扩面征缴力度，扣除在校学生和学龄前儿童，其他

人都应纳入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尹蔚民说，“目前还有近 2 亿人未纳
入养老保险范围，其中一半要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半要参加职工

养老保险。我们已经制定了‘全民参保计划’，正在扎实推进。”他说。
此外，他透露，已形成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基本方案，有望于下半

年按程序报请党中央、国务院审定。
“养老保险基金都是企业、个人缴付的钱，要保障基金绝对安全，不能让老百姓的

养老钱受到损失，在投资运营上要非常审慎。”尹蔚民说。
他介绍，养老金投资运营将坚持市场化原则，由专业投资机构按照市场规律进行

投资运营，坚持多元化投资方向。除了继续购买国债、存银行外，会选择一些效益较
好、有升值前景的项目进行投资，对进入股市会有比例限制。

力争今年出台
养老保险方案

我国全民医保体系基本形成，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新农合三项基本医保制度覆盖人数超过 13 亿。在广覆盖的基础
上，如何让大家就医更便捷？

“三项医保制度的‘三保合一’正在推进。”
胡晓义说，到去年底，已有 8 个省级地区、35
个地级地区以及几十个县，实现了“三保合
一”，下一步将先推进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标准统一，使人口在城乡流动中医保关
系的接续更加顺畅。

如何解决异地就医结算问题？
胡晓义说，第一，要循序前进，优先
解决异地安置退休人员的就医结
算问题；第二，在技术环节上予以
推进，目前全国统一标准加载金融
功能的社会保障卡已发行了 7.3 亿张，
要让卡优先用于医疗保障；第三，要使
医疗资源的配置更加均衡，特别是优质医
疗资源应更多下沉，让更多群众在基层或
本地得到优质医疗服务。今年要基本做
到省内异地医保结算。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参加医疗
保险问题，胡晓义回应说，职工医疗
保险推进速度较快，目前已有 3 亿
多人纳入职工医保制度，没有参
加职工医疗保险的三个省的省直
机关和中央在京的国家机关和事业
单位，将加快推进。

今年基本做到省内异地医保结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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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记者在高空进行视频直播连线。当日，国航
CA1303航班上的旅客通过机上网络实时收看了直播电视节目。

来自美国的侨胞萧泓（左一）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小组讨论中争取发言机会（3月7日摄）。全国政协自2001年开
始已邀请了437位侨胞列席全国政协全体会议。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开发区不能是安全监管盲区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答记者问

我国安全生产形势如何？经济新常态下，安全生产工作如何开展？3月 10日下

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就

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我国煤矿已连续 23 个月，没有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特
别是百万吨煤的死亡率从 2005 年的 5.8 下降到目前的
0.25，下降率 95.6％。但杨栋梁在评价煤矿安全生产形势
时，用“依然严峻和复杂”来概括。

“除了 580万名煤矿工人外，还有将近 7万家非煤矿山
的 300 多万人，加在一起是 800 多万人在地下巷道里劳
动。”杨栋梁说，我国有 2.5亿吨的危险化学品，城乡结合部
有 360 万处消防隐患等待整改，小煤矿、小化工、小水泥、小
钢铁、小炼油等“五小”行业都是高危行业。

他强调，这些都是高悬在头上的利剑，哪一个企业、
哪一个岗位、哪一个人稍不注意就会铸成大错，造成群死
群伤，安全生产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他说，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如
果按三班倒的话，每时每刻都有近两百万人在地下巷道
里作业。安全生产问题是煤矿的老大难问题，也是安全
生产的重中之重。小煤矿、高瓦斯矿井、煤与瓦斯突出矿
井的事故占整个煤矿事故的 60％，产量只占不到 30％，要
让高危的三类煤矿尽快退出。

800多万人在地下巷道作业
安全形势“利剑高悬”

12万公里油气管道
查出近3万处安全隐患

针对油气管道隐患排查问题，杨栋梁说：“这些年我
国油气管道发展太快，在 8 个月的全国普查之后，我们把
家底搞清楚了，我国油气管道共 12 万公里，大概有 29000
多个隐患。”

他说，这些隐患基本上是三种情况：一是属于占压，
安全距离不够，还有交叉；二是施工造成的，地面施工乱
挖、乱建、乱钻；三是人为凿孔盗油。

“目前，隐患整改都已落实到单位和人头，已经整改
了 60％，还有 40％的是很难啃的‘硬骨头’。”他说。

杨栋梁透露，去年底今年初，已经启动了执法检
查，在暗访、暗查中发现两条几百公里长的输油管线存
在占压、腐蚀等重大隐患，但是短期内不能整改。为
此，安监总局作出对两条管线停输的决定，这是历史上
没有过的。

杨栋梁表示，后期将梳理油气管道隐患排查清单，并
在网上公布，要做到资金、责任、时限、措施、预案“五落
实”，一定要把隐患整改到位，遏制住油气管网由于泄漏
造成的重特大事故。

杨栋梁说，这两年开发区的安全生产暴露出来不少问
题，去年发生 4 起特别重大事故，前年和去年有 3 起都是发
生在开发区，暴露出了在安全生产的监管上存在的问题。

一是在招商引资的过程当中，有的开发区任意降低安
全标准，企业进来的时候安全标准就没有达到要求就建设
投产。二是开发区的监管体系和人员严重不足。我们有
3000 多个开发区，真正设立安监机构的只有 50%，即便是
有机构的，人员也是严重缺乏。三是平时的安全检查、隐
患排查不认真、不彻底、不落实。

杨栋梁表示，开发区的发展观一定要摆正，一定不能
片面地追求规模、追求增长，而忽视职工的生命和健康。

杨栋梁说，安监总局及时向国务院安委会进行了汇
报，安委会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我们以安委会的名义
下发了一个关于加强开发区安全生产的紧急通知。最
近开发区都动起来了，都在纷纷建立机构，充实安全监
管人员，加强安全隐患排查，特别是在招商引资过程当
中，一定要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这个方面最近改进比
较大。

开发区
不能是安全监管盲区

3 月 10 日，全国人大财经
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回答
记者提问时说，今年 4 月下旬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安排审议
证券法修订草案。如果顺利
的话，经过二审或者三审，年
内可以出台。

尹中卿说，修改思路主要
有三：一是推进市场化，促进
市场在证券市场资源配置中
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放松管
制，鼓励创业创新，推动证券
行业发展；三是加强监管执
法，强化对投资者，特别是中
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自 1998 年以来，证券法
经过了四次修改。“与前四次
修订相比，这次是全面修订。”
尹中卿说，草案新增了 100 多
条 内 容 ，修 改 了 100 多 条 内
容，删除了 20 多条内容。

他说，修改将推进股票发
行注册制改革。在健全多层
次资本市场方面，草案在证券
交易所之外新增了三种交易
场所，完善了多层次信息披露
制度。

尹中卿说，草案强化了对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
保护。

“全面二孩”
短期内不大可能

3 月 10 日，全国人大教科
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目前还
在对“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
进行调查评估，进一步放开

“全面二孩”还需完成很多工
作。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强
调一是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
基本国策；二是要及时调整生

育政策；三是要改善人口和计
划生育的服务工作。

柳斌杰说，目前“全面二
孩”政策还没有提上日程，因为

“单独二孩”政策尚未完全落实
到位，需要进一步观察，还要对
人口结构、分布情况、生存状态、
人口质量等进一步研究评估。

“在这些工作都做了之
后，才会决定是不是再进一步
放开‘全面二孩’政策。”

修订后的证券法
年内可出台

两会影像

3 月 10 日，红十字会法颁
布已有 20多年，社会上目前对
修改红十字会法的呼声很高。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
委员柳斌杰在回答记者提问
时介绍，目前，已经对红十字会
法修改形成了一个基本文本，
正在深入讨论。计划年内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目前还有几个重要问题
正在研究。”他说，一是要进一

步与国际红十字会运动的章
程接轨；二是要进一步明确中
国红十字会的定位、职责和核
心业务；三是要进一步制定适
合我国国情、有利于国际红十
字会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的规定；四是要为中国红十字
会的改革发展创造法律环境；
五是要进一步加强对红十字
会运动、红十字会工作的社会
监督、信息公开。

红十字会法
计划年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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