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取消
贫困县GDP考核
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成主要考核指标

新华社银川 6 月 16 日电 （记者邹欣媛）记
者 16 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 宁夏
将对贫困县考核机制进行改革， 从今年起取消对
贫困县地区生产总值考核， 改为把提高贫困人口
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指标。

自治区扶贫办主任董玲说， 宁夏已制定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考核评价办法， 新机制明确取消
对重点贫困县的地区生产总值考核， 改为把贫困
县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和
完成扶贫开发重点工作成效作为主要考核指标。

同时，宁夏将根据此项机制规定，提高贫困县
扶贫开发和生态移民在全区农业农村工作综合考
评中的权重，并将考核结果作为衡量扶贫开发重点
县区各级干部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另外，宁夏还将建立完善贫困县退出机制。预
计到 2019 年， 宁夏将实现 1200 个贫困村脱贫，
到 2020 年基本实现中南部地区 110 个贫困乡镇
整乡脱贫。

审计署发布审计报告

西电东送工程私设逾 13亿小金库
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 审计署

16日发布的西电东送 21 个输变电项目
审计结果显示，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
网公司在输变电建设管理中存在着违规
招投标、多计工程款、私设小金库等突出
问题，导致了巨额财政资金的损失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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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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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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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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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开通硕士研究生
招生信息公开平台

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 记者 16 日从教育
部获悉，201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已
经结束，教育部今年专门建立“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 生 信 息 公 开 平 台 ”（http://yz.chsi.com.
cn/zsgs），供研究生招生信息公开及备案。

据介绍， 教育部今年要求研究生招生单位加
大招生信息公开力度， 进一步扩大招生信息公开
范围， 并对所有拟录取名单公示不少于 10 个工
作日。 所有备案公开的招生信息， 均由各招生单
位提供并按教育部有关规定在各招生单位网站进
行过公开公示。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公开平台”开放
时间为 6月 16日至 7月 15日。期间，相关考生可
登录平台查询录取备案结果及研究生招生政策、
招生计划、招生单位复试录取办法等信息。 考生如
有疑问， 可直接与相关招生单位联系咨询或向招
生单位所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投诉。

这是 6 月 16 日拍摄
的晨雾笼罩下黄冈长江
大桥。

当日， 公铁两用斜拉
桥湖北黄冈长江大桥公路
面通车， 下层高速铁路将
于 6 月 18 日正式通车。
黄冈长江大桥全长约 4
千米，设计为双层桥面，下
层为双线高速铁路， 上层
为四车道高速公路， 主桥
采用双塔双索面钢桁梁斜
拉桥方案， 其主跨 567
米，为至今世界公铁两用
桥最大主跨度。 黄冈长江
大桥建成后，将实现大别
山革命老区湖北黄冈市
与武汉从公路、铁路及轨
道交通方面全方位的“无
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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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孕妇为夫猎艳杀人案”宣判

丈夫获死刑 妻子判无期
据新华社哈尔滨 6 月 16 日专电

（记者梁书斌）16 日下午， 广受关注的
“孕妇为夫猎艳杀人案” 在佳木斯市中
级法院宣判， 被告人白云江因犯故意杀
人罪、强奸罪、抢劫罪被判处死刑，被告
人谭蓓蓓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
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白云江、谭蓓蓓犯故意杀人罪、强
奸罪、抢劫罪，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向
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佳木
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依法组成
合议庭，因涉及个人隐私，于 2014 年 6
月 12日依法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白云江、谭蓓蓓在
共同犯罪中均积极实施犯罪行为， 起主
要作用，均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
全部犯罪处罚。 被告人白云江犯故意杀
人罪、强奸罪、抢劫罪，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

民币 5000 元； 被告人谭蓓蓓犯故意杀
人罪、强奸罪、抢劫罪，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
金人民币 3000元。

案 情 回 顾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白云江在山东

省烟台市某公司打工期间， 于 2011 年
与被告人谭蓓蓓相识， 后确立了恋爱关
系并结婚。 后白云江听说谭蓓蓓在与其
处对象期间曾与多名男子有两性关系，
二人感情出现裂痕。 谭蓓蓓出于愧疚心
理， 产生给白云江往家骗小女孩实施奸
淫、寻求心理平衡之念。

2013 年 6 月 25 日，白云江的女儿
白某某将同学苏某某带回其家留宿。 晚
饭后，被告人白云江、谭蓓蓓将以前购买
的含有氯硝安定成分 （具有镇静催眠作
用）的药片碾碎后放入两盒酸奶中，交给
白某某、苏某某喝下。饮后，白某某、苏某

某出现昏迷症状， 白云江意欲奸淫苏某
某，但最终放弃了奸淫行为。 7 月中旬，
被告人白云江、谭蓓蓓共同预谋，企图将
白云江的初中同学康某某骗到家中抢劫
并杀害，但最终未得逞。

7月 24日 15时许，谭蓓蓓外出寻找
作案目标， 遇见途经此处的少女胡某某。
谭蓓蓓谎称肚子痛需要帮助，将被害人胡
某某骗至家中。 白云江以感谢胡某某帮助
其妻子为由，将兑入含有氯硝安定成分药
物的“酸奶”拿给胡某某喝，将另一盒正常
酸奶交给谭蓓蓓喝。 胡某某喝下“酸奶”后
出现昏迷症状。 白云江便对胡某某实施奸
淫，见胡某某正值生理期，加之其自身原
因，致使奸淫行为未能得逞。 因惧怕罪行
败露， 白云江用枕头捂住胡某某的口鼻，
谭蓓蓓用双手按住胡某某的双腿，致胡某
某窒息死亡，二人将胡某某的尸体装入行
李箱，埋于桦南县郊外。 7 月 28 日，谭蓓
蓓、白云江相继落网。

新华社兰州 6月 16日电 （记者黄
文新、肖正强、陈斌） 16 日 17 时左右，
一中年男子在兰州火车站附近持刀追赶

另外两名男子。 警方证实，行凶男子已被
控制，被追赶的两名男子死亡，详细原因
正在调查中。 警方初步排除暴恐嫌疑。

兰州火车站附近发生持刀伤人事件
被追赶的两名男子死亡，初步排除暴恐嫌疑

“职保”“居保”7月起可互换

参保 15年为限 待遇就高不就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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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做客中国政府网，回答了
网友的提问。

职保、居保如何衔接？

以职保满不满 15年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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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复参保待遇如何计算？

只能享受一份 就高不就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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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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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衔接手续如何办理？

3个“15天”办结
对于经办流程，胡晓义说：“我们标

准的说法就是 3 个 15 天， 我们配合暂
行办法的实施， 已经搞了一个养老保险
制度衔接的经办规程。 ”

他说，这个规程明确规定：第一，参
保者到 60 岁办理待遇领取， 待遇领取
地的社保机构受理并且审核参保人员的
申请， 要在 15 天内向其他地区社保机
构发出联系函， 要求把参保者资料转过
来。 对于不符合转移条件的，要在 15天
内做出说明。

第二个 15 天， 就是转出地社保机
构在收到待遇领取地联系函之日起 15
天内要完成对相关信息的核对， 并且办
结转出手续，包括相关信息、个人账户资
金转移等。

第三个 15 天， 就是待遇领取地在
收到转出地转来的信息和资金后，15 天
内要完成对所有信息的核对， 如果有重
复缴费要予以清理， 把两边的个人账户
累加计算， 然后告知参保人员何时领取
待遇。“各地信息化条件不一样，每个人
实际情况也不一样， 总体来讲我们要在
3 个 15 天内给大家办结。 ”胡晓义说，
“一旦出现某些复杂情况， 需要更多时
间来验证、比对的话，也请大家予以配合
和谅解。总的来讲是为了大家的权益，把
情况搞得更清楚、更扎实，不要损害参保
者的权益。 ” 记者 徐博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

日方应对部署地对舰导弹
真实意图作出负责任说明

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 （记者
梁淋淋、张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6
日就日本地对舰导弹有关部署表示，日
方在军事安全领域有关动向将对地区
安全环境带来复杂影响，日方应对其真
实意图作出负责任的说明。

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据报
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在冲绳县宫
古岛部署了地对舰导弹， 并计划于
2016 年在熊本县进行地对舰导弹的

集中部署。 有媒体分析认为，此举意在
应对中国对西南离岛发起进攻。 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 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
的有关动向将对地区安全环境带来复
杂影响， 日方应对其真实意图作出负
责任的说明。 中国坚持睦邻友好的外
交方针和防御性国防政策， 同时将坚
决有效应对安全形势变化， 坚定维护
国家领土主权。

日本军事安全政策调整
不得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 （记
者梁淋淋 侯丽军）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16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军
事安全政策的任何调整都不得损害中
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

有记者问，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
本首相安倍拟加快推动修宪进程。 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由于历史原因，日本的
发展走向一直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
会的高度关注。 近期，日方频频制造事
端，渲染对立紧张，目的都是为其推动
修宪扩军作铺垫，找借口。

她说，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有关

集体自卫权问题的讨论， 日本的发展
方向归根结底要由广大日本人民来选
择。 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军事安全政策
的任何调整都不得损害中国的主权和
安全利益。

华春莹说，中国有个成语叫“疑邻
盗斧”， 讲的是一个人丢了一把斧子，
怀疑是邻居偷了，怎么看邻居的一举一
动都像是偷了斧子的。后来有一天斧子
找到了，再看邻居的举动就怎么看都是
正常的了。 日本也丢失了一样东西，那
就是对自己历史的正确认识，对邻国发
展的正确认知以及对时代潮流的正确
把握。

外交部发言人 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桥

湖北黄冈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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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计划”实施十年

1.8万名手术康复后
孤残儿童被收养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 （记者孙铁翔）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 16 日在民政部召开的 “明天
计划”推进工作会上表示，“明天计划”实施十年
来，已有 8 万多名孤残儿童得到了手术矫治和康
复训练，数以万计的“明天计划”手术康复后儿童
融入了社会，1.8万名手术康复后的孤残儿童被国
内外家庭收养。

李立国指出，十年来，社会各界已累计为“明
天计划”捐款 5000多万元。 目前，福利机构内凡
具备手术适应症的新增患儿都能在最佳治疗时机
得到手术救治。

“明天计划”于 2004 年正式启动，是民政部
为生活在社会福利机构中的残疾孤儿实施的一项
医疗救助行动。

天津成功实施儿童
“镜像人”肝移植手术
6月 16日，丁丁的父亲抱着女儿一同走入手术

室。 当日，国内罕见的儿童“镜像人”肝移植手术在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顺利实施。 手术历时 7 个半
小时， 医生成功将患儿父亲的部分肝脏移植到仅
有 6 个半月大患先天胆道闭锁的女儿丁丁身上。
丁丁是一个所有腹腔器官都长反的“镜像人”。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6月 16日，事发现场被当地警方封锁警戒。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中国蓝盔”出征利比里亚
6月 16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呼和浩

特举行慰问、送行仪式，欢送“中国蓝盔”第二支赴
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官兵出征。 新华社发

关注
城乡养老保险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