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2022.08.04 星期四 主编：彭臻玉（电话：18673167043）版式：陈文旭

时事

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

■国际速读

拜登宣布击毙“基地”头
目 美国总统拜登8月1日发
表讲话说，美国近日在阿富
汗喀布尔以无人机袭击的方
式打死“基地”组织头目艾
曼·扎瓦希里。拜登说，消灭
扎瓦希里的行动没有伤及其
家人且没有造成平民伤亡。
据称，作为“基地”组织高层
人物，扎瓦希里曾“深度参
与”策划多桩恐怖袭击。（摘
编自《北京晚报》）

查尔斯王子被曝曾接受
本·拉丹家族捐赠 英国媒体
日前报道，查尔斯王子曾接受

“9·11”事件主谋本·拉丹的
家族向其慈善基金捐赠的
100 万英镑。报道称，2013
年10月30日，查尔斯王子曾
与本·拉丹家族的族长贝克
尔·本·拉丹及其兄弟沙菲克·
本·拉丹会面。在那次会面中，
双方就捐款事宜进行了商
讨。这次会面发生在美国特
种部队于巴基斯坦击毙本·拉
丹的两年后。不过，暂无迹象
表明贝克尔·本·拉丹、沙菲克·
本·拉丹曾支持或参与恐怖主
义行为。（摘编自《参考消息》）

近日，江苏警方破获了一
起专门帮助诈骗团伙引流推
广的犯罪团伙，他们通过在主
流搜索平台大量投放“手机定
位寻人”广告，引诱受害人。
该案涉案金额达 5 亿元，其中
约2亿元被用于广告推广。

据报道，除了网络搜索平
台，在各手机应用商店上，也
有大量“定位寻人”App 的推

广链接。此外，为电信诈骗提
供引流推广服务的团伙并不
限于“定位寻人”，“大师荐股”

“投资理财”“刷单返利”“免费
领红包”等，也是常用方式。

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张公典律师表示，
从目前新闻曝出的内容来看，
帮助诈骗团伙的引流团队，可
能涉嫌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或者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
称帮信罪）。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今年7月发布的数据，帮信罪已
成为各类刑事犯罪起诉人数中
排名第三的罪名（仅次于危险驾
驶罪和盗窃罪），今年上半年以
涉嫌帮信罪起诉6.4万人。张
公典说，普通人也应该对帮信
罪加强认识，避免成为诈骗分
子的帮凶。（摘编自《华商报》）

“帮信罪”已成第三高刑事犯罪

自去年中央宣布实行三
孩生育政策后，各地也纷纷出
台生育支持政策。据统计，目
前已有 30 个省份完成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这一轮
修订源于去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改。

据梳理，目前有18个省份
发布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的实施方案。值得注意的是，
各地普遍延长产假30—90天，
达到158天及以上，配偶陪产
假一般在 15 天左右，均设立
5—20 天不等的父母育儿假。
此外，各地大多增加了普惠托

育服务发展、计划生育家庭权
益保障等条款。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
院长董玉整表示，延长产假本
来是好事，但是，如果不能解决
好用工成本分担机制，用人单
位就可能会不堪重负，对真正
落实延长产假制度产生抵触
情绪。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
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
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从国家
的角度来说，建议对用人单位
在税收等方面提供一定的优
惠政策，增加的成本能够让国

家和用人单位以及个人都分
摊一些。在个人方面，按法律
规定的产假可以拿全薪，假如
有人还想再延长一下，可以拿
半薪或者是保留职务无薪水，
这都算是个人也承担一部分
成本的表现。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与
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崔树义
建议，政府也应给不能享受（带
薪）产假的生育女性，包括非就
业女性，根据享受延长产假生
育女性的平均薪资水平，发放
一定数额的生育补贴。（摘编自

《21世纪经济报道》）

各地延长产假成趋势
■数字中国

17.55%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

院 1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2017年至2021年全国
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网
络诈骗类案件共计10.3万
件，其中2021年案件量同
比下降17.55%，为近年来
首次下降。数据还显示，
2017 年至 2021 年全国网
络诈骗案件共涉及被告人
22.34 万名，6.32%的网络
诈骗案件是获取公民个人
信息后，有针对性地实施
诈骗犯罪。

54
8月1日，南昌八一起

义纪念馆公布了54位新增
南昌起义参加者。南昌起
义参加者名录由此增至
1120位。本次新增的南昌
起义参加者中，有 39 位湖
南人、3位江西人、3位四川
人、1 位广东人、1 位福建
人、2 位湖北人、1 位安徽
人、1 位浙江人、1 位贵州
人、2位籍贯不详。

刚刚过去的 7 月，多省份
密集发布上调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的通知。截至目前，全
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均已亮出方案。

惠及超过1.3亿退休人员

根据政策，今年基本养老
金总体调整水平为2021年退
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4%。各地均采取定额调整、挂
钩调整和适当倾斜相结合的
办法，将惠及超过 1.3 亿多退
休人员。

定额调整主要体现社会
公平原则，不同省份的调整金
额从20元至60元不等。以广
东为例，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
加28元。

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得、
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以江
西为例，如按缴费年限挂钩调
整，对缴费年限15年及以下退
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16.5元，
超过 15 年的按每满一年增加

1.1 元调整；按基本养老金水
平挂钩调整，则每人每月按本
人2021年12月份基本养老金
的1.23%增加。

政策适当倾斜，则体现对
高龄人员、企业退休军转干部
和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的
重点关怀。比如，黑龙江对年
满70至79周岁老人每人每月
额外增加 30 元；年满 80 周岁
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额外增
加40元；对艰苦边远地区退休
的人员，根据地区类别分别额
外增加5元、10元和15元。

多举措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为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
生，今年我国对部分行业和群
体实行了阶段性缓缴社会保
险费政策，也就是说养老保险
基金的当期收入减少了，这是
否会影响2022年上调养老金
政策的落地？

“缓缴社保费政策是经过
认真细致测算的，基金可以承

受，能够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
发放。”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副司
长亓涛说，特别是加大对基金
困难省份资金支持力度，上半
年已完成1200多亿元的资金
缴拨工作，有效均衡了省际间
的基金负担。

从账目看，3月末，全国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年度收支规
模达到了12.6万亿元，累计结
存超过 6 万亿元，基金运行总
体平稳，整体上收大于支，养老
金按时足额发放是有保障
的。同时，中央财政补助力度
持续加大，专项用于确保基本
养老待遇发放。

特定养老储蓄启动试点

截至 2021 年末，我国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超 4.8 亿人，比上年末增加
2453万人。未来几年，随着上
世纪 60 年代生育高峰出生人
口陆续达到退休年龄，领取养
老金的人数将有所增加。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郑功成说，我国已经建立实施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
机制。总的原则是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把提高保障水平建
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
基础上。同时，我国持续深化
改革、优化制度，确保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长期可持续。作为对
基本养老保险补充的个人养老
金制度也于今年4月推出。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个人
养老金，养老储蓄也被提上日
程。近日，银保监会和人民银
行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定养
老储蓄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
特定养老储蓄试点，明确由工、
农、中、建四家大型银行在合
肥、广州、成都、西安和青岛五
个城市开展特定养老储蓄试
点，试点期限为一年，产品利率
略高于大型银行五年期定期
存款的挂牌利率，可满足低风
险偏好居民的养老需求。（摘编
自《新华每日电讯》）

养老金调涨方案全部落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1日发布“关于坚决打击
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就业歧
视的紧急通知”，严禁用人
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以曾经新冠肺炎病毒核酸
检 测 阳 性 为 由 ，拒 绝 招
（聘）用新冠肺炎康复者。
严禁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入
职和用工过程中对新冠肺
炎康复者实施就业歧视。
严禁用人单位随意违法辞
退 、解 聘 新 冠 肺 炎 康 复
者。（摘编自《扬子晚报》）

●近日，亚足联公布
了 2026 年世界杯亚洲区
预选赛及 2027 年亚洲杯
预选赛赛制。跟以往相
比，亚足联的参赛名额增
加至8.5个，将有8个直通
世界杯小组赛的名额，以
及一个参加洲际附加赛
的名额。不过，始终在亚
洲 10 名左右徘徊的国足，
显然距离 8.5 个 2026 年
世界杯亚洲区的名额仍
有一定的距离。（摘编自

《新闻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