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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4 日电（记
者胡喆）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
12月 14日 11时 13分，嫦娥五号轨
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上的两台 25

牛发动机工作约28秒，顺利完成第
一次月地转移轨道修正。

目前，携带月球样品的嫦娥五号轨
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各系统状态良好。

嫦五探测器
完成第一次

月地转移轨道修正

延迟退休，何时改？怎样动？
——聚焦延迟退休六大焦点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职工不愿意延
迟退休，主要是担心交养老金的时间
长，最后领的时间短，相当于少拿钱、吃
了亏。

持续提高养老金水平、让晚退休的
人多领一些养老金，是目前在职人员的
普遍期盼。

“未来一方面要开辟更广泛的资金
筹措来源，包括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投
资回报率、加大国有资产划拨水平等；
另一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设计，比如合理确定个人账户记
账利率等，提高大家参保缴费的积极

性。”彭浩然说。
近年来养老金待遇连续提高，在改

革调整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少部分职工
养老金“不看缴费长短，只看退休早晚”
的现象。

对此，人社部养老保险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参保人员养老金水平与其缴纳
时间长短、缴纳金额高低密切相关，参保
人员缴费的时间越长、缴得越多，退休后
待遇水平会越高。我们正在加快健全

“长缴多得、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记者

姜琳 闫起磊 霍思颖）

“会不会出现一些领导干部不让位
子、年轻人就业更难的问题？”面对记者
这一提问，多位专家给出了否定答案。

“短期内、在改革转型期，不排除个
别单位、企业可能会产生一些就业挤
压，但是长期看，不会对就业市场产生
显著影响。”郑秉文说，国际上其他国家
延迟退休的实际经验，也不支持这一结

论，因为就业岗位不是一些人退出就业
市场而产生的，主要还是经济发展和产
业结构调整带来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
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也认为，就业市
场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岗位，老年人有
老年人的岗位，相互很少交叉，因此延迟
退休挤占年轻人岗位的情况并不突出。

实施延迟退休，是不是为了缓解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矛
盾？今年企业社保费减免力度空前，往
养老“资金池”放的资金少了，退休职工
养老金会不会受影响？

针对这些担忧，人社部养老保险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是
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初心和
使命，也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更是

养老保险工作的“底线”和“红线”，绝不
会突破。

“从前三季度企业养老保险基金
实际运行情况看，总体较平稳，甚至
还好于预期。从基金收支看，总收入
2.1万亿元，总支出2.8万亿元。虽然
短期收入低于支出，但基金累计结余
4.5 万亿元。国家完全有信心、有能
力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这位
负责人说。

一些人认为，延迟退休有利于机
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以及国有企业负
责人，能让他们施展更多才干，同时获
得较高的收入。而普通职工特别是基
层企业职工相对缺乏积极性。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同职业、不同
行业的从业者，对延迟退休的期待也不
一致。总体看，体力劳动者担忧较多，

脑力劳动者反应没那么强烈。一些医
学专家、大学教授、科学家等“退而不
休”，有的甚至七八十岁还在奋战。

为了减少社会震动，争取更多支
持，部分专家建议，在具体实施延迟退
休时，一是要解决激励机制问题，二是
要强调循序渐进，注重改革的公平性、
制度的科学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人均预期寿
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0岁左右提
高到了2019年的77.3岁，但是新中国
成立初期确定的男性60岁、女干部55
岁、女职工5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近
70年未有调整。

“与‘十三五’相比，这次规划建议
强调实施，就是要真正‘动’起来，从顶
层设计到付诸行动，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是大势所趋。”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
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说。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教授彭

浩然认为，延迟退休是有效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现实需要。过早退休容易造成
人力资源浪费。从国际横向比较，我国
现行退休年龄也明显偏低。人社部资
料显示，近年来，美国、德国、日本等都
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到了65岁甚
至更高。

尽管对男女是否该同龄退休等
问题，专家们还存在不同看法，具体
取决于下一步如何规定，但女性延迟
退休的速度略快一些、缩小男女之间
退休年龄的差异，在学界已基本成为
共识。

今年9月，人社部回答网民关于延
迟退休政策提问时表示，正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适应人口老
龄化和预期寿命延长的需求，认真研究
相关政策措施。

“具体何时推出需要中央审时度
势，根据具体情况来安排实施这项政
策的节奏。”郑秉文说，“可以肯定的
是，延迟退休不会一步到位，不太可能

‘断崖式’进行改革，不会一年就推迟
五岁退休。”

他认为，关键要制定一个渐进式提
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详细政策，给出“时间
表”“路线图”，让各个年龄段的群体都
有清晰预期，最大程度获取改革共识。

彭浩然建议，退休年龄的调整一定
要避免邻近的不同代际人群之间的差
距过大。

“实施渐进
式延迟法定退休
年龄。”《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
议》里的这一表
述，受到社会高
度关注。

延迟退休有
没有“时间表”？
男女是否该同龄
退休？就大家最
关心的一些问
题，记者采访了
权威部门和专
家。

焦点一 延迟退休有多大必要性？

焦点二 延迟退休会不会只利好一部分人？

焦点三 养老金是不是不够了？

焦点四 延迟退休会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吗？

焦点五 延迟退休何时能出“时间表”？

焦点六 养老金水平能不能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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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更好地为您提供电信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

12月18日18:00时至12月19日09:00进行系统升级，升

级期间费用查询和充值缴费暂时无法办理。为确保您的正

常通信，请您提前充值并确保余额充足，不便之处，敬请谅

解！详情请咨询10000号服务热线。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0年12月15日

赠报告示
为答谢广大无偿献血者对无偿献血事业的支持和参与，

我中心特向2020年10月31日前献血总量累计达64200毫

升（含机采成分血、全血），或捐献全血达13200毫升以上的

献血者赠送2021年全年《海南日报》一份。请符合条件的

献血者于2020年12月25日前与我中心联系，落实准确投

报地址。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68662613。

海南省血液中心

2020年12月15日

行政强制措施物品领取告知书
符飞、符发录：

关于你们在海口市美兰区和风家园项目(下本岛村)征收现
场编号ZC-131、ZC-124（下本岛村88号）屋内的物品，已由海
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存放于美兰区灵山镇新大洲大道绿地城-
悦城小区2-1702、2-1703和2-1705。请你们自本告知书刊登
之日起7日内携带居民身份证到美兰区灵山镇琼山大道61号江
东动迁工作指挥部二楼和风家园项目指挥部办理移送手续并到
悦城小区领取物品。移送物品中有鲜活物品或者其他不易保管
的物品的，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2日内领取。逾期不领取的
后果自行承担。特此告知。联 系 人：陈 民 联系电话：
0898-65778071 单位地址：美兰区琼山大道61号江东动迁
工作指挥部二楼。 附：移送物品清单（请联系指挥部）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
2020年12月15日

延期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20〕20号

我局于2020年11月17日在《海南日报》A05版发布的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自然资公告
〔2020〕19号），因故延期。具体延期事项：1.交纳竞买保证金
原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14日16:00，现延期至2020年12
月22日16:00；2.竞买资格原确认时间为2020年12月14日
17:00前，现延期至2020年12月22日17:00前；3.挂牌原截
止时间为2020年12月16日10:00，现延期至2020年12月24
日10:00。

特此公告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5日

海南海岛建设物流有限公司建设的“融创海口壹号项目D12地
块”项目位于红城湖片区勋亭路，于2017年10月取得规划许可，批建6
幢住宅、商业及办公楼。现将建设单位申请对以下内容进行变更：（一）
局部商铺增加内衬防火墙；（二）2#楼二层两侧疏散门调整，4#楼一层局
部商铺门窗调整；（三）4#、5#、6#局部住宅户型阳台墙体微调。为广泛征
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
作日（2020年12月15日至12月28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
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
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
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
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融创海口壹號项目D12地块项目变更方案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6872号
海南高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融创海口壹號项目D11-

1地块”项目位于红城湖片区勋亭路，于2017年10月取得规划许可，
批建11幢住宅楼及商业配套。现将建设单位申请对以下内容进行变
更：（一）局部商铺增加内衬防火墙；（二）3#、4#、9#三层C户型入户处
窗户调整为墙体；（三）3#、4#、9#部分住宅户型阳台墙体微调。为广泛
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
个工作日（2020年12月15日至12月28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
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
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
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融创海口壹號项目D11-1地块项目变更方案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6873号

黑龙江绥芬河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例

新华社哈尔滨12月14日电（记者董宝森、徐凯
鑫）记者14日从黑龙江省绥芬河市获悉，12月13日
0时至24时，绥芬河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

新增确诊病例情况：
病例1：女，84岁，离退休人员，家住绥芬河市

机务段铁路综合楼，为确诊病例薛某某密切接触
者。薛某某是绥芬河市10日报告的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病例2：女，58岁，无业，家住绥芬河市迎泽丽
都小区，为无症状感染者张某某密切接触者。张某
某是绥芬河市12月11日报告的无症状感染者。

12月13日，绥芬河市在对所有集中观察的
密切接触者核酸筛查时发现，此2人核酸检测呈
阳性，专家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现已转至定
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
黄宗英逝世

据新华社上海12月14日电（记者孙丽萍）记
者从上海市作家协会获悉，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
黄宗英于12月14日凌晨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
院病逝，享年96岁。

据上海市作协介绍，根据黄宗英遗愿和家属
意见，其后事安排从简，将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
只举行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

黄宗英祖籍浙江瑞安，1925年生于北京，自
幼爱好文艺。1941年在上海开启舞台生涯，凭借
在话剧《甜姐儿》中的表演风靡上海，1953年起在
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演员、电影编剧。1956年，黄
宗英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宗英的艺术生涯跨越了
舞台、电影和文学的边界，于2019年获得第七届
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专家分析认为

新疆吐鲁番疫情与国内
目前流行新冠病毒无关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14日电（记者郝玉、
孙哲）12月14日，吐鲁番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
副主任明国富在新疆吐鲁番市举行的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发现的无
症状感染者样本病毒进行全基因组分析，本次吐鲁
番市高昌区新冠病毒与乌鲁木齐市和喀什地区疫
情病毒不同源，排除近期新疆本地新冠病毒的持续
传播，也与国内目前流行新冠病毒无关。

明国富介绍，吐鲁番市高昌区12月12日报告
无症状感染者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控中心派出
流调专家抵达吐鲁番市高昌区，与当地流调力量共
同开展工作。截至14日18时，联合工作组共完成
病例个案流调4份、流行病学调查80人，经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和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发
现的无症状感染者样本病毒进行全基因组分析，本
次吐鲁番市高昌区新冠病毒属于L基因型欧洲家
系分支I/B.1.1进化分支，与乌鲁木齐市和喀什地
区疫情病毒不同源，排除近期新疆本地新冠病毒的
持续传播，也与国内目前流行新冠病毒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