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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中共中央政治局 5 月 31 日召开会
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
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
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国家近年来
不断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效果如何？此次调
整将产生哪些深远影响？国家卫生健康委
有关负责人 31 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顺应人口发展规律 积极应

对少子老龄化

　　问：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
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关系千家万户。当前，我国决
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主要基于哪些考虑？
　　答：我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推行计
划生育，1982 年将之写入宪法确定为基本国
策。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社会共同努力
下，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素质明
显提高，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
化趋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先后作出单
独两孩、全面两孩等重大决策部署，取得了积
极成效。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在人
口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科学把握发展规律，
积极回应社会期待，适时作出重大决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
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立足国情，遵
循规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
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口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牢牢把握战略

主动权，积极应对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风
险，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近年来政策调整使全国累计

多出生二孩 1000 多万人

　　问：近年来，我国对生育政策作出了几
次调整，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先后作
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的重大决
策，取得明显成效。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目前
0-14 岁少儿人口占比从 2010 年的 16.6% 提
高到 2020 年的 17.95%。近年来，由于政策调
整原因全国累计多出生二孩 1000 多万人。
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 2013 年的 30% 左右
上升到近年来的 50% 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
从 2013 年的 118 降至目前的 111 左右。

  出生人口下降 群众生育意

愿有待释放

　　问：我国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为什么
近年来出生人口仍有下降？
　　答：世界发达国家普遍生育水平较低。
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水平不断
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社会保障完善，少生
优生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近年来，出
生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生育妇女规模减少，婚育年龄推
迟。一方面，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规模不
断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 岁生育旺盛
期妇女规模年均减少 340 万人，2020 年同
比减少 366 万人。另一方面，婚育年龄推迟

造成当期生育的妇女减少。2006-2016 年，
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分别从 23.6
岁、24.3 岁推迟到 26.3 岁和 26.9 岁，20-34
岁女性在婚比例从 75.0% 下降到 67.3%。此
外，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连续 7 年下降，从
2013 年的 1347 万对下降至 2020 年的 813
万对，减少 40% 。其中，初婚登记人数从
2386 万人下降至 1399 万人，减少 41%。
　　二是群众生育意愿降低。目前，我国“90
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 1.66 个，比

“80 后”低 10%。2019 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
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
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
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
生育抉择的关键。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
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
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
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调查显示，因为“经
济负担重”的占 75.1%，“没人带孩子”的占
51.3% ，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
34.3%，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 42.9%。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多项调
查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多个国家
和地区生育水平下降。受疫情影响，年轻群
体就业、收入状况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婚育
安排进一步延后或取消。2020 年我国出
生人口与 2019 年同期比较下降幅度较
大，可能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一定关系。

  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

会政策配套衔接

　　问：实施三孩政策，还需要哪些配套措施？
　　答：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
落实，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
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

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
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
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
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
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
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
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
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对全面两孩政
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
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
制度和优惠政策。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完善政府主
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机制，维
护好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要深化国家
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区域人口发展规划
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

　　问：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对改善人口结构、增加
劳动力供给等方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大趋势，
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20 世纪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
比超过 10% ，进入老龄社会，预计“十四
五”末期将由轻度老龄化转入中度阶段（占
比超过 20%），在 2035 年前后进入重度阶
段（占比超过 30%）。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
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长期看
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扩大新增劳动
力供给，减轻老年人口抚养比，缓和代际之
间矛盾，增加社会整体活力，降低老龄化峰
值水平。   新华社北京 5月 31 日电

优化生育政策，改善人口结构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答新华社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 5 月 31 日电（记者
徐壮、王宾、姚雨璘）2016 年 9 月，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国家人权行动
计划（2016-2020 年）》。这是我国自
2009 年以来制定实施的第三期国家
人权行动计划，也是首个与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相衔接的行动
计划。
　　如今，规划时间已满，这个行动计
划实施得如何？收获了什么样的人权
果实？国务院新闻办 31 日下午召开
新闻吹风会，介绍有关情况。

  主要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新行动计划即将实施

　　“行动计划得到全面实施，主要目
标和任务如期实现，几十项指标提前或
超额完成，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显著增强。”吹风会上，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人权事务局宣传处处长、二级
巡视员李晓军开门见山总结道。
　　在第三期行动计划如期实现的基
础上，李晓军透露，中国正在制定第四
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全面对标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纲要
提出的“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目
标。该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将在不久
发布实施。

  4 个数字里，看司法持续

保障人权

　　吹风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一级巡视员、高级法官李晓透露了 4
个重要数字。
　　 2016 年至 2020 年，人民法院共
依法宣告 5479 名被告人无罪，审结
国家赔偿案件 87152 件，司法救助案
件 20.56 万件，全国法院通过审判监
督程序再审改判 8310 起刑事案件。
　　这些数字，是 5 年来司法系统坚持
防范和纠正冤错案、健全权利救济机制
和司法救助制度、规范刑事申诉案件立
案审查标准的成果。
　　除此之外，李晓表示，最高法院近年来在严格死刑适用
标准上做了很多工作。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加大人权保障力
度，让律师给被告人提供足够的辩护。

就业、休假、性别平等……公民权利有保障

　　“我国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严格规范特殊工时制度，
实施精准扶贫，完成民法典编纂工作……”西南政法大学人
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张永和介绍起近年来我国在保障
公民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方面的成就，如数家珍。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常健也认为，总体来
看，中国政府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力度进一步加
强，取得了一定成效。
　　常健一一列举，在保障人身自由方面，我国建立了执法
全过程记录制度，修订了行政处罚法；在保证宗教信仰自由
方面，5 年来，中国新增宗教院校 12 所；在财产权利保障方
面，一批法律新修订，完善了对农村集体和公民个人财产权
和知识产权的保障。
　　群众最关心的一些权利问题，有关部门也在积极推进
解决。
　　张永和表示，通过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
妇女就业的通知》，明确不得实施的 6 种就业性别歧视行
为，建立部门联合约谈工作机制，妇女平等就业有了保障；
而 2020 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强
制报告制度、校园欺凌防控制度、网络保护制度等。

中国人权成就，好多国家都在挺

　　怎样来检验一个国家人权状况好坏？常健提出，最重要
的检验标准是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用人们实
际的满意感来检验人权在这个国家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李笑梅介绍，目前世界上有
60 多个国家制定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国是制定三期
以上行动计划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2018 年 11 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中国的第三
轮国别人权审议会议上，20 多个国家称赞中国制定实施国
家人权行动计划。“这在国别审议中是不多见的。”李笑梅说。
　　“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相信中国人权事业发
展的明天会更好。”李晓军展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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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京 5 月 31 日电（记者赵久龙、朱国亮）江苏
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31 日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仇子
明（新浪微博名“辣笔小球”）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一案。
法院依法当庭宣判，认定被告人仇子明犯侵害英雄烈士名
誉、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责令其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通过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及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
道歉，消除影响。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 年 2 月 19 日上午，被告人仇子
明在卫国戍边官兵誓死捍卫国土的英雄事迹报道后，为博取
眼球，获得更多关注，在其住处使用其新浪微博账户“辣笔小
球”（粉丝数 250 余万），先后于 10 时 29 分、10 时 46 分发
布 2 条微博，歪曲卫国戍边官兵的英雄事迹，诋毁贬损卫国
戍边官兵的英雄精神，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上述微博
在网络上迅速扩散，引发公众强烈愤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仇子明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仇子
明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认罪认罚，当庭表示绝不
再犯。据此，辩护人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属实，公诉机
关所提有期徒刑八个月的量刑建议适当，均予采纳，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仇子明一审获刑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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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31
日电（记者高敬）生态环境部
31 日公布了《关于加强高耗
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
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以加
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坚决遏
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这份意见要求各级生态
环境部门严格审查涉“两高”
行业的有关综合性规划和工
业、能源等专项规划环评，特
别对为上马“两高”项目而修
编的规划，在环评审查中应
严格控制“两高”行业发展规
模，优化规划布局、产业结构
与实施时序。
　　意见提出要严把建设项
目环境准入关，新建、改建、扩
建“两高”项目须符合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
规划，满足重点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碳排放达峰目标、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相关规划环
评和相应行业建设项目环境
准入条件、环评文件审批原则
要求。对于不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依法不予审批。
　　各地新建“两高”项目应
按照相关要求，依据区域环
境质量改善目标，制定配套
区域污染物削减方案，采取
有效的污染物区域削减措

施，腾出足够的环境容量。国家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区域内新建耗煤项目还应严格按规
定采取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措施，不得使用高
污染燃料作为煤炭减量替代措施。
　　文件提出，对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和行政
审批部门已批复环评文件的“两高”项目，省
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开展复核。对未依法报批
环评文件即擅自开建的项目，或未依法重新报
批环评文件擅自发生重大变动的，地方生态环
境部门应责令立即停止建设，依法严肃查处；对
不满足生态环境准入条件的，依法责令恢复原
状。地方政府落实“两高”项目生态环境防
控措施不力问题突出的，要依法实施区域
限批，纳入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新华社上海 5 月 31 日电（记者黄安
琪）为青少年提供“有滋有味的党史学习精
神食粮”“以青春之我 耀信仰之光”全网
重大主题宣传活动于 31 日在上海市龙华
烈士纪念馆启动。
　　启动仪式以《总书记走过的红色足迹》
视频开场，以传承红色信仰、倡导青春报国
为主旋律，通过“烈士的告白”“信物会说
话”“人民有信仰”“以青春之我”“永远记住

你”等五个主题篇章依次展开，邀请党史专
家、烈士后人、《觉醒年代》演职人员等通过
情景剧、时空对话等方式进行互动分享。
　　活动引发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让大
家深切感知到革命信仰的伟大崇高、红色
政权的来之不易。
　　随后，与会嘉宾参观了红色动漫体验
馆和烈士纪念展，并在无名烈士碑前敬献
花篮、肃立默哀，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

情和深深敬意。
　　据悉，“以青春之我 耀信仰之光”全
网重大主题宣传活动以青少年网民为主要
对象，聚焦深化党史教育、培育红色信仰，
以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方式，
凝聚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青春力量。
　　活动为期一个月，由中央网信办、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退役军人事务
部、共青团中央联合主办。

“以青春之我  耀信仰之光”
全 网 重 大 主 题 宣 传 活 动 启 动

5 月 31 日，在上海市龙华烈士纪念馆，电视剧《觉醒年代》演员在现场分享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的英雄事迹。 新华社记者王翔摄

　　据新华社北京5月 31日电（记者王立
彬）自然资源部 31 日公开通报 57 个土地例
行督察发现的耕地保护重大问题典型案例。
　　这些案例包括 28 个违法占用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挖田造湖造景问题，7 个地方政
府及部门责任落实不到位，非法批地、监管
不力、管理职责不落实等问题，7 个虚假整
改、应付干扰督察问题，15 个补充、复垦耕
地不实问题。公开通报这一批重大问题典型
案例，是为了以“长牙齿”硬措施，促进各级
地方政府和部门依法依规管理保护耕地，坚
决整改纠正违法违规问题。

　　记者发现，各地违法占用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挖田造湖造景问题触目惊心。如云南
保山市及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经批准
擅自占用隆阳区青华街道官田、打渔社区及
河图街道土地 6649 亩（耕地 5958 亩，含永久
基本农田 5212 亩）建设青华海湿地公园。山
西省太原市晋阳湖管理处违法占地建设晋阳
湖公园，未经批准擅自占用晋源区金胜镇、义
井街道、罗城街道、晋源街道等 4 个镇（街道）
12 个村土地 3794.38 亩（耕地 1500.30 亩）挖
田造湖建设晋阳湖公园并扩建湖面。
　　这一批案例中，天津市东丽区农业农村

委员会违法占地建设古海岸湿地绿廊起步
区、浙江省金华市金华融盛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违法占地建设湖海塘公园、浙江省绍
兴市上虞杭州湾滨海新城投资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违法占地建设生态湖景观工程项目、
江苏省兴化市农水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违法占地建设陈堡草荡退圩还湖工程项目
违法占地挖田造湖造景涉及耕地都在千亩
以上。另外，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和部门主导
的非法批地、违法违规占地问题比较突出，
落实督察整改的责任没有落实到位。
　　据悉，为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

“非粮化”，牢牢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
2020 年，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对 31 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以耕地
保护为重点的土地例行督察。督察发现，一
些地方违法乱占耕地进行非农建设，有的脱
离实际、违背自然规律违规占用破坏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有的地方政府及部
门管理职责落实不到位，非法批地、监管不
力，违法问题久拖不决、长期存在；一些地方
耕地占补平衡要求落实不到位，补充耕地不
实，甚至破坏生态造地；有的应付干扰督察，
对督察指出问题虚假整改等。

自然资源部通报 57 个耕地保护问题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