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孩生育政策如何实施？
———有关人士回应社会关切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下称“决定”）近日公布，提出实
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措施。

高龄孕产妇安全如何保障？ “幼
有所育”怎样实现？ 家庭养育子女成
本能否降低？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生
育配套支持措施问题，有关部门近日
接受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专访，并
于 21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
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依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三孩生育政策何时开始实

施？
据了解，国务院已向全国人大常

委会提出议案，建议在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中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
子女。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将作出
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对三
孩生育政策作出安排。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也将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 结合本地实际做好法律政策衔
接，依法组织实施。

在 5 月 3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议通过决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后作出的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
决定施行前生育三孩的，可按修改后
的法律认定。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学军
21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 有关
部门正在制定相关方案和实施措施，
后续会陆续推出，以确保优化生育政
策取得积极效果。

———为什么实行三孩生育政策

而不是全面放开？
于学军介绍，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及配套支持措施，是党中央立足我国
基本国情、着眼现代化建设全局和长
远发展、兼顾多重目标作出的重大决
策， 也是与全面两孩政策的有序衔
接， 是对生育政策的再次完善和优
化。

他说， 在一个人口总量超过 14
亿、 人口形势错综复杂的发展中国
家，要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要统筹人口的数量、素质、
结构、分布，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社
会发展等多重政策目标。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

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说，当前我国人
口规模压力和结构矛盾交织，今后一
个时期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仍然
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人口高龄少
子特征明显， 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
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
深远影响。 此外，生育政策对调节群
众生育行为的作用进一步弱化，而配
套支持措施不完备才是当前的主要
矛盾。

“在优生优育、托育服务、降低生
育养育教育成本三方面， 决定提出
40 多条支持政策措施。 ”杨文庄说，
此次优化生育政策，更重要的是顺应
群众期待、 聚焦家庭的实际困难，着
力从上述三方面减轻群众后顾之忧。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宋健教授认为，三孩生育
政策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家庭的生育
数量要求，侧重于为群众生育创造更
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同时，配套支持
措施则致力于更好地满足家庭的生
育需求。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针对减轻家庭养育子女负

担， 下一步将出台哪些配套支持政
策？

为减轻养育子女的家庭负担，决
定提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揽子
支持举措， 涉及卫生健康、 教育、财
政、税务等诸多领域。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
长欧晓理指出，养育成本的快速提高
是当下人口生育面临的主要矛盾，经
济负担、子女照料、女性对职业发展
的担忧等都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因
素。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
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实施方案，进一步
细化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并确保落实；
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创建一批老年
友好、儿童关爱、青年干事创业，民生
普惠、 社会发展有活力的示范城市，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人口与
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如何落实决定要求，推动孩
子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衔接？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
介绍，截至 5 月底，全国共有 10.2 万
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了课后服务，有

6500 万名学生参加了课后服务。 近
期，教育部又对课后服务专门作出部
署，作为支持三孩生育政策的一项重
要举措。

他说，教育部要求“一校一案”制
定课后服务的具体实施方案，确保今
年秋季开学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
覆盖，并努力做到有需要的学生全覆
盖；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即学校
每周 5 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
少开展 2 小时； 对有特殊需要的，鼓
励学校提供延时托管服务；切实增强
课后服务吸引力和有效性；各地按照
政策规定，完善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
法，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和相关人
员给予相应补助。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预计
高龄和多产次孕产妇将有所增加。如
何保障母婴安全？

据了解，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启动
实施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全力保
障母婴安全。

具体措施包括：对孕产妇进行妊
娠风险评估分级，根据风险等级加强
分类管理； 对高危孕产妇专人专案、
全程管理、动态监管、集中救治；组建
区域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急救专家
组，强化转运、用血等重点环节保障，
畅通转诊救治绿色通道；升级建设高
质量、 普惠性产科床位和儿科床位，
逐步改善环境拥挤、空间狭小、隐私
保护不足的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还将进一步推
进落实出生缺陷三级预防制度，具体
包括加强知识普及和出生缺陷防控
咨询；强化婚前孕前保健，加强产前筛
查和诊断，推动围孕期、产前产后一体
化和多学科协调；扩大新生儿疾病筛
查病种范围，促进早筛早诊早治。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下一步如何促进托育服务

发展，真正实现“幼有所育”？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当前家庭户规模为 2.62 人， 比 “六
普”的 3.1 人又有下降，家庭抚幼养
老功能在逐渐弱化。“十四五”规划纲
要提出，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

儿托位数从目前的 1.8 个提高到
2025 年的 4.5 个。

杨文庄介绍，我国 0 至 3 岁婴幼
儿有 4200 万左右。 据调查，其中 1/3
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实际供
给为 5.5%左右，供需缺口还很大。

他说，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多部门
密切合作， 在出台托育机构设置标
准、管理规范、保育大纲、建筑标准等
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相关部门在人才
培养、普惠金融、保险方面也有很多
积极举措。截至 6 月 30 日，在国家卫
生健康委全国托育机构备案系统里，
已有 4000 多家机构通过了备案，目
前还有 1 万多家积极申请。

据介绍，未来，国家卫生健康委
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编制 “十四五”
托育服务发展专项规划并定期跟踪
评估；实施“十四五”普惠托育服务扩
容和托育建设专项工程，扩大中央预
算内投资，支持综合托育服务机构和
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建设；采取措施鼓
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在工作场所为
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规范家庭
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等。

———随着三孩生育政策落地，如
何满足适龄儿童增长的入园需求，缓
解“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实
现“幼有善育”，是服务国家人口发展
战略、促进三孩生育政策顺利实施的
重要举措。 吕玉刚介绍，到 2020 年，
全 国 学 前 三 年 毛 入 园 率 已 达 到
85.2%，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4.7%。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以有效支撑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为
重要目标，研究制定、部署实施第四
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他说，到 2025 年，全国学前三年
毛入园率要达到 90%以上，进一步提
高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近两年来通
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增加了 416
万个学位，下一步要继续完善此项工
作，同时，积极支持民办园提供普惠
性服务，健全城乡学前教育公共服务
体系。此外，还要落实政府投入为主、
家庭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
费的保障机制，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
儿童入园的资助力度，建立起幼儿园
科学保教质量评估制度，科学推进小

学和幼儿园有效衔接。

加强政策调整有序衔接

———在国家取消社会抚养费之

前违规生育三孩的，是否还要征收社
会抚养费？今后生育四孩以上者是否
要受处罚？

决定提出，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
约措施， 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
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
况全面脱钩。

“与之前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稳
定低生育水平等目标相比，当前我国
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发生了根本变
化，社会抚养费制度已经不合时宜。 ”
杨文庄介绍。

他说， 对之前违规生育三孩的，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并征求相关
部门意见，已经依法作出征收决定并
执行完毕的，予以维持；已经作出征
收决定但尚未执行完毕的，已经征收
部分不予退还，未征收部分不再继续
征收； 尚未调查或作出征收决定的，
不再受理、处理。

对生育四孩及以上的，从国家政
策和法律层面，没有规定有关制约和
处罚措施、条款。”杨文庄说，根据长期
以来的人口监测以及有关研究测算，
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生育四个及以上
孩子的情况较少，总体上呈现零星分
布状态，个别地区可能相对集中一些。

杨文庄说，国家提倡家庭从自身
实际情况出发，从保护妇女健康和儿
童权益出发，合理安排生育子女的数
量和时间，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对人
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矛盾
较为突出的地区， 要加强宣传倡导，
促进相关惠民政策与生育政策有效
衔接，做好各项管理服务。

———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将如

何加大帮扶保障力度？
决定提出，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建立健
全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
怀工作机制。 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
支持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接受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委托， 开展生活照料、精
神慰藉等服务，依法代办入住养老机
构、就医陪护等事务。深入开展“暖心
行动”。

杨文庄说，这些重要意见，在落
实中要顺应特殊家庭成员的期待，突
出保基本、 兜底线的社会救助功能，
体现优先优待， 注重协调公平。 “总
之，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把决定
提出的各项要求落地落实，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对特殊家庭的扶
助保障水平。 ”

新华社记者 吕诺 田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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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征兵 8月 15日开始
9月底前新兵全部到达部队

据新华社消息 日前， 国防部
征兵办公室下发 《关于做好 2021
年下半年征兵工作的通知》， 对下
半年征兵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通知》明确，全面加强高校毕
业生征集，持续畅通大学毕业生应
征入伍 “绿色通道”， 优先上站体
检，优先审批定兵，做到合格一个
征集一个。 加大直招士官工作力
度，广泛进行宣传，加强跟踪管理，
确保任务完成率和专业对口率。认
真抓好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
毕业生征集， 征集对象为年满 18
至 22 周岁的男性， 取得毕业证书
及国家认可的高级工以上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网上
报名时填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

业资格证书）的职业名称、职业技
能等级及证书编号，符合条件的在
户籍所在地参加应征， 体格检查、
政治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征集条
件的优先批准入伍，为部队输送操
作能手、“工匠”人才。

《通知》强调，各地要高度重视
下半年征兵， 把征兵体检摆在重要
位置，严密组织役前教育，加强“网
络政治考核”，全面详细审查应征青
年网络行为轨迹， 从源头上把好政
治考核关。各级征兵办公室、基层武
装部和高校要全面展开征兵工作，
集中精力完成好征兵任务， 为建设
世界一流军队输送更多优质兵员。

据了解，下半年征兵工作从 8
月 15 日开始，自 9 月 16 日起运新

兵，9 月底前新兵全部到达部队 。
男青年征集年龄为年满 18 至 22
周岁，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放宽至 24 周岁， 非全日制高校毕
业生征集年龄为 18 至 22 周岁，初
中文化程度男青年不超过 20 周
岁。 女青年征集年龄为年满 18 至
22 周岁， 征集对象为普通高中应
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
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应征青年政
治条件和体格条件，按照《征兵政
治考核工作规定》《应征公民体格
检查标准》以及有关规定执行。

目前，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
//www.gfbzb.gov.cn）已全时开通，受
理应征报名、 政策咨询等事项，欢
迎广大适龄青年踊跃报名。

6市 36县发展民营经济受表扬
本报讯 （实习生 蔡雪梅 杨玉

荣）7 月 27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省发展民营经济领导
小组通报了 2020 年度全省发展民
营经济考核结果。 我省 6 个市、36
个县（市、区）得分位居前列。

得分位居前 6 位的市为：合肥
市、芜湖市、宿州市、滁州市、淮北
市、宣城市；得分位居前列的县（市、

区）共 36个。 其中，一类县（市、区）
为合肥市蜀山区、合肥市包河区、天
长市、 芜湖市鸠江区、 芜湖市湾沚
区、肥西县、芜湖市弋江区、肥东县、
芜湖市繁昌区、广德市、长丰县、宁
国市。 二类县（市、区）为和县、含山
县、六安市金安区、宣城市宣州区、
池州市贵池区、蚌埠市淮上区、濉溪
县、蚌埠市蚌山区、淮北市相山区、

滁州市琅琊区、淮南市大通区、蚌埠
市禹会区。三类县（市、区）为宿州市
埇桥区、泗县、界首市、萧县、阜南
县、亳州市谯城区、固镇县。 四类县
（市、区）为潜山市、金寨县、岳西县、
霍山县、青阳县。

省发展民营经济领导小组明
确， 对受到通报表扬的 6 个市、36
个县 （市 、区 ），给予再贷款 、再贴
现、发行金融债倾斜支持以及在金
融安全考核中予以加分等激励，对
6 个市、36 个县（市、区）重点项目
畅通用地审批绿色通道。

我省打造世界级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本报讯 （实习生 牛萃云 孙欣
琪）7 月 27 日，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日出台的《安徽
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省经信厅副厅长
王灯明在会上表示， 我省提出实施
高质量产业体系培育行动、 创新引
领行动、产业升级行动、生态优化行
动、开放合作行动等五项行动，推动
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规模速度、质
量效益双提升。

2020 年我省新能源汽车产量
达 10.5 万辆，位居中部第一、全国
第四， 占全国比重 7.7%。 《行动计
划》明确，未来 3 年，培育 3-5 家有
重要影响力的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
和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关键配套
企业， 拥有 10 个以上行业知名品
牌，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和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集群。 到 2023 年，全
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比重
10%以上， 零部件就近配套率达到
70%以上； 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
件技术整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新能源汽车在公共服务等领域得到
广泛应用，基本形成“纯电动为主、
氢燃料示范、智能网联赋能”的发展
格局。

《行动计划》提出，未来 3 年，全
省新建充电桩 4万个。自 2021年起，
省内新增及更新的公务用车新能源
汽车比例不低于 30%。 同时推动共
建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联盟。

我省推出光伏产业
发展行动计划

本报讯 （实习生 刘敏南 杨玉
荣）7月 27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近日出台的《安徽省
光伏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3 年
我省光伏产业营业收入 “三年翻一
番”、产业链产值实现 1500亿元。

目前， 我省汇聚光伏上下游企
业超过 150 家，已形成从光伏玻璃、
电池片、组件及配套到逆变器、储能
电池、发电工程等较完整的产业链。
2020 年，全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
造行业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超
过 60%， 营业收入超过 600 亿元，
同比增长 50%以上；光伏电池及组
件产量居全国第三位； 光伏逆变器
产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前列。 截至
2020 年底，全省光伏累计发电装机
13.7GW，居全国第 6 位。以合肥、滁
州“双极”为引领，蚌埠、六安、马鞍
山、芜湖、宣城等地特色布局、竞相
发展的光伏产业新格局初步形成。

《行动计划》提出了提升产业创
新能力、强化高端产品供给、培育壮
大市场主体、打造优良产业生态、推
动智慧赋能升级、 加快拓展市场应
用 6 项重点任务， 加快推动光伏产
业提质增效。 未来将有序发展集中
式光伏电站， 推广分布式光伏发电
应用，开展特色应用示范，如试点实
施政府集中办公区光伏发电改造，
在政府投资项目中开展光伏建筑一
体化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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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好佳居建材经营部遗失个
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40100MA2P8XRW0F，
声明作废。

宁国市宁墩镇宁墩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开户许可
证 遗 失 ， 核 准 号 ：
J3774001659201， 开户行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国市支行， 账号：
934005010023090009，声明
作废。

汪 俊 涛 (身 份 证 号
342423198707050590) 购买
安徽佳德置业有限公司叶
集书香雅苑项目 B16# 楼
1404 室的首付款收据 （金
额：610383 元、 收据票号：
8625628)不慎丢失，声明作
废。

李耀遗失文一蜀溪湾
公司开具的新房 11 栋 806
的 首 付 款 收 据 ， 金 额
123481 万，编号 SXW0018.
金 额 20000 万 ， 编 号
0063378,声明作废。

枞阳县成家家庭农场
公 章 （ 编 号 ：
3408230004811）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