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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201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 12 月
27 日开考。 记者 26 日从教育部获悉，为
切实做好招生考试安全保卫工作，各地
公安机关全力开展打击“助考”违法犯
罪专项行动，在考试前夕，发现了一批
利用互联网发布“助考”广告，贩卖无
线考试作弊器材，招揽作弊考生，制贩
假证，以及网上涉考诈骗等违法犯罪线

索，查清了一批图谋对此次考试实施捣
乱破坏活动的“助考”犯罪团伙和嫌疑
人。

据介绍， 多地公安机关近日相继捣
毁多个“助考”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
疑人数十名，收缴各类无线考试作弊器
材 1000 余套。各地公安机关还将一批在
网上进行虚假广告宣传的社会培训助
学机构通报工商、 教育等部门进行处

理。
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诚信考试，对各

类考试舞弊行为，教育部门将配合公安等
部门依法依规严厉查处，绝不姑息。 公安
机关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对图谋窃取
2015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试题和答案，
贩卖无线考试作弊器材，组织“枪手”替
考，以及网上涉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实
施严厉打击。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日开考

公安机关全力打击“助考”违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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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新媒体专电
中国社科院 25 日发布一份报告，提出了渐
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和建议：从 2018
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 3 年延迟 1 岁，男
性退休年龄每 6 年延迟 1 岁， 至 2045 年，
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 65 岁。

退休年龄延迟是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和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必然趋势。 我国人口
老龄化形势严峻，截至 2013 年，我国 60 岁
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超过
15%，总数超过 2 亿，65 岁以上占总人口的
比例已经达到 10%。 到 2020 年，60 岁以上
占总人口比例将近 19%，65 岁以上占总人

口的比例将近 13%。
从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角度考

虑，延迟退休也有必要性。职工养老保险目
前是 3 个在职人员养 1 个退休人员 ，到
2030 年这个比例将变为 2 比 1。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
车伟介绍， 报告中所设计的延迟退休年龄
方案的特点主要有三点：一是并轨前行，二
是渐进实施，三是弹性机制。

我国如从 2018 年开始实施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的延迟退休年龄， 第一步要取消工
人和干部的区别， 然后要逐步取消男女之
间的差别。“我们认为女性的延迟退休应该

每 3 年延迟一岁，男性退休年龄每 6 年延迟
一岁。到 2045 年，男女就同时达到了 65 岁。
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男女都是 60 岁退休，
可从 2033 年开始，也每 3 年延迟一岁，直到
2045年完成和职工退休年龄一样。 ”张车伟
说，“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方案对个
人、 对劳动力市场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
非常有限，比较适合我国。 ”

同时， 为了尊重人们对退休年龄的选
择权并减少改革的阻力， 报告建议中国进
行退休年龄改革后也引入弹性机制。 以法
定退休年龄为基准， 规定人们可提前 5 年
退休，也可以高于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养老

金标准可适当调整： 参考其他国家的弹性
年龄设计，可以规定每提前 1 年退休，基础
养老金标准相比正常退休下降 1%，提前 5
年则下降 5%；每推迟 1 年退休，养老金比
正常标准上升 0.8%，推迟 5 年则上升 4%。
同时，可以在退休年龄弹性空间设计上，适
当向女性倾斜， 即女性的提前退休年龄可
以略微宽松。

按上述方案， 延迟退休年龄将有效改
善职工养老保险的资金平衡状况， 有助于
减缓城镇工作年龄人口比例下降的速度，
增加劳动力供给， 还可以增加制度参与者
的退休期收入水平和终身收入。

新华网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记者从中
央纪委获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
长、 党组成员孙鸿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孙鸿志，男，汉族，1965 年 9 月生，吉
林蛟河人，1986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6 年 7 月参加工作，阜新矿业学院电气
工程系电气自动化专业、吉林大学管理学
院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毕业， 研究生学
历，工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高级工程师，
研究员。 现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记者 26
日从民政部获悉， 民政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力争于 2016 年
完成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 在全国范
围内全面开展这项工作。

由于受经济贫困、监护缺失、家庭暴
力、教育失当等影响，一些未成年人遇到
了生存困难、 监护困境、 成长障碍等问
题，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社会保护制度。 民
政部于 2013 年开展了未成年人社会保
护试点工作， 内容涵盖建立未成年人社
区保护网络、加强家庭监护服务和监督、
保护受伤害未成年人、 开展困境未成年
人救助帮扶、 健全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
作机制等方面。

据介绍，一年多来，在民政部推进
98 个国家级试点地区基础上，各地又确
定了 105 个省级试点地区。 江苏等 6 省
在各地市均确立了试点县市、区，实现
试点工作在地市级全覆盖。 145 个试点
地区建立了由市（县）领导担任组长、
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试
点工作领导小组。 44 个试点地区将“流
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更名转型为
“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工作职能拓展
为面向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 122
个试点地区通过整合 12355 青年服务
热线、12349 公益热线、 市长热线等资
源，积极受理响应有关单位和人员的电
话报告，及时发现掌握困境未成年人情

况。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日前在京召

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上表示，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
作的核心就是健全 “以家庭监护为基
础、 社会监督为保障、 国家监护为补
充”的监护制度。 在坚持家庭对未成年
人养育负有首要责任的前提下，政府要
开展预防、监督、转介、帮扶等服务，协
助监护人正确、 有效履行家庭监护职
责，并通过必要的转移监护、放弃监护、
临时监护、委托监护等措施来补充完善
家庭监护功能， 形成 “家庭、 社会、政
府”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
格局。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近
日，陕西、江西、江苏、贵州、四川等地陆
续爆出一些餐饮服务单位和食品经销户
使用、贩卖罂粟壳（粉）调味料事件，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 对此，国家禁毒办、公
安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工商总局日前
联合下发通知，将以“零容忍”原则严厉
打击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犯罪行为。

通知要求， 各地禁毒办要在当地政
府的统一领导下， 积极协调食品药品监
管、公安、工商等部门，迅速对本地区的
食品生产经营者和罂粟壳的经营供应、
使用等单位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实地走
访排查，加强食品抽检、检测工作，及时
发现使用、贩卖生产罂粟壳（粉）调味料
行为，依法从严、从重、从快处罚。

根据通知，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重
点加强对小餐馆、火锅店、烧烤店、麻辣
烫店、麻辣香锅店、凉皮店、面皮店、小吃
店等的日常监管和重点抽检， 凡发现在
食品中掺用罂粟壳的，严格依照《食品
安全法》等规定予以处罚，并将查处情
况通报当地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 公安
机关要强化对集贸市场、 调味品批发市
场及零售单位，特别是供应、使用罂粟壳
情况较多的中医药店等重点单位的巡查

工作，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对构成 “教
唆、引诱、欺骗他人吸毒罪”“非法持有
毒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等罪名，以及“非法运输、买卖、储存、使
用罂粟壳” 等违法行为， 依法严厉追究
涉案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工商部门在市场监管中发现相关案件线

索的，及时通报公安机关。
通知强调， 各地公安机关对食品中

添加罂粟壳问题要坚持“零容忍”原则，
对发现的每一起食品添加罂粟壳案件，
积极会同食品药品监管、 工商等部门对
产品原料供销产业链进行顺线深挖，一
查到底，深入追查罂粟壳的来源与流向。

社科院报告建议

从 2018 年开始延迟退休年龄

民政部：

力争 2016 年完成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

我国将严查食品中添加罂粟壳犯罪行为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
孙鸿志接受组织调查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据最高
检 26 日消息， 日前，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
指定管辖，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决定， 依
法对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空中交通管
理局党委书记赵焕光 （副厅级） 涉嫌受
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
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最高检消息还显示： 日前， 河北检察
机关依法对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能源
产业发展一部原主任张豫生涉嫌受贿犯
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侦查
工作正在进行中。

日前，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辽宁省检察机关决定， 依法对中石化石
油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原副总经理兼石油
工程建设公司原总经理刘清涛涉嫌受贿
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侦
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日前，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
定， 依法对中共南京市溧水区区委书记、
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姜明 （副厅级） 以
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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