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将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

者
!"

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

解到!人社部"财政部近日下发通知!

将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通知称!从
!#"$

年
%

月
"

日起!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

过
!#&

的省$区%市&!将单位缴费比例

降至
!#&

'单位缴费比例为
!#&

且
!#"%

年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

结余可支付月数高于
'

个月的省 $区%

市&! 可以阶段性将单位缴费比例降低

至
"'&

! 降低费率的期限暂按两年执

行# 具体方案由各省$区%市&确定#

从
!#"$

年
%

月
"

日起!失业保险

总费率在
!#"%

年已降低
"

个百分点

基础上可以阶段性降至
"&

至
"(%&

!

其中个人费率不超过
#)%&

!降低费率

的期限暂按两年执行# 具体方案由各

省$区%市&确定#

通知称! 各地要继续贯彻落实国

务院
!#"%

年关于降低工伤保险平均

费率
#)!%

个百分点和生育保险费率

#)%

个百分点的决定和有关政策规定!

确保政策实施到位# 生育保险和基本

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工作!待国务院制

定出台相关规定后统一组织实施#

标 题 新 闻

国内新闻 电话!

*!""!#$

"$!"

年
#

月
$$

日 +%,-./0&'()**)+,-./012

!

!天网 !"#$"行动启动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一刻不放松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日前!中

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

公室召开会议!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

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重要指示

和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 研究

部署
!#"$

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

宣布启动(天网
!#"$

)行动#

国际追逃追赃是坚持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重要举措!

关系党心民心和我国国际形象#当前!国

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为再接

再厉!乘胜追击!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和要

求!进一步加大追逃追赃工作力度!深入

开展(天网)专项行动#

(天网
!#"$

) 行动由多个专项行动

组成# 其中!继续由公安部牵头开展(猎

狐行动)!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开展职务

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 人民银行

会同公安部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

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 结合

贯彻执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央组织部"外交部"公安部和中央纪委

机关开展出国$境&证照违规问题专项治

理行动,

中央纪委副书记" 监察部部长"中

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

办公室主任黄树贤指出!反腐败国际追

逃追赃任务十分艰巨!要坚决落实党中

央部署和要求 !思想更加重视 !信心更

加坚定!行动更加坚决!多管齐下!综合

施策 !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 !让企图

外逃的丢掉幻想!决不让腐败分子躲进

(避罪天堂 ), 要全力开展 (天网
!#"$

)

行动! 把腐败分子追回来绳之以法!不

断取得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新成

效,

!!!!!!

郑州!图书馆开进博物馆
#

月
-,

日!观众在河南博物院"大象中原###河

南历史文化展$展厅内观看展品% 展品旁边设置了书目推介框% 为了迎接世界读

书日的到来!河南博物院联合郑州一家书店在展厅内推出荐书活动% 新华社发

新华漫说

保护伞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

近日转发的 '中央宣传

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

七个五年规划 (

-$,.1

-$-$

年)*提出!大力宣传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

律法规!推动全社会树立

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促

进 公 民 权 利 保 障 法 治

化%

新华社发

载人航天!探月探火!北斗导航
!!!"十三五#期间我国航天重大工程将全面推进

国务院日前批复!自今年起将每年

#

月
-#

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在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新闻发言人王中

阳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将从载人

飞船"太空空间站"月球和火星探测"对

地观测"空间科学"北斗卫星导航等多

个方面推进航天重大工程建设' 同时

加快军民融合发展! 让航天技术更好

更快地服务经济和民生,

---载人航天工程, 今年!我国将

发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和(神舟十

一号)载人飞船'

!#"2

年!将发射(天舟

一号)货运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交会对接'

!#"*

年前后!将完成研制

并发射(天和一号)空间站核心舱!这是

我国空间站建造的重要起点,

---探月工程,

!#"2

年!(嫦娥五

号) 飞行器将发射并完成月球采样返

回任务! 届时我国将成为全球第三个

自主掌握月球探测返回技术的国家 '

!#"*

年!将研制并发射(嫦娥四号 )飞

行器!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火星探测, 我国计划于
!#!#

年

发射火星探测器!一步实现(绕"落"巡)工

程目标!对火星进行着陆巡视探测工作,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十

三五)期间 !我国将研制发射 (高分六

号)"(高分七号)等
%

颗卫星!全面完成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建设! 实现高

空间分辨率" 高时间分辨率和高光谱

分辨率的观测,

---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 今年!

将发射我国首颗空间天文卫星硬
3

射

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和
3

射线脉冲导航

卫星! 使我国天文学在高能天体物理

领域实现地面观测到天地联合观测的

跨越式发展!建立大尺度时空基准,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我国将

在
!#!#

年前后建成北斗二号全球组网

系统! 形成为全球用户提供高质量服

务的能力,

此外 !我国将从推进航天技术转

化和发展卫星应用产业两个方面着

手 !推动空间生物等特色产业 !拓展

促进具有航天特色的信息服务产业 !

创新商业模式 !加快军民融合 !真正

实现空间技术发展惠及民生大众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 国 航 天 日

!!!!!!!

这是位于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的"东方红一号$

卫星发射塔架,

!!!!!!"

这是位于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的载人航天发射

塔架%

$本栏文图均为新华社发&

!

!"

快递三轮车的限速之争!时速 !"公里太慢"

!

新华社记者 叶锋 王旺旺

!!!!!!

"快递三轮车最高车速不应大于
!"

公里每小时#!!!眼下正在征求意见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技术

要求%&征求意见稿'(再次使快递三轮车的限速和身份问题成为焦点)

!"

公里时速上限(是快递三轮车普遍存在的软肋) 一面是新生行业的发展要呵护("一刀切#会带来较大影响*一面是

不能不顾道路安全等发展底线(放任"野蛮生长#) 监管部门和快递行业该如何寻找"最大公约数#+

时速快$交通违章%快递三轮车频被整治

!!!!!!

多年来! 大量快递电动三轮车实

际上处于 (无机动车之名 "有机动车

之实)这样一个灰色地带, 一些电动

三轮车的最高时速可达到四五十公

里'有的电动车生产厂家突出了行驶

速度和骑行方便!配套的安全防范措

施比如刹车装置"警示装置却存在不

足, 快递车辆(超速行驶)"无牌无证

等是常态,

机动车道上! 常见快递三轮车满

载包裹在各种汽车间穿行飞奔!看着

让人捏把汗'逆行"闯红灯"与行人争

道者屡屡可见!市民抱怨投诉不在少

数, 交通事故中!也常见快递电动三

轮车的身影,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残疾

人机动轮椅车% 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

车道内行驶时! 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

公里),(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是在非机

动车道上行驶的专门用于快件收寄和

投递的专用车辆!应该遵守上述规定,)

征求意见稿的主要起草人%邮政科学规

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陆建中说,

他还表示 ! 这一速度的设定也

是出于确保安全原则 , 快递三轮车

质量较重 !限定其最高车速 !可以

有效地缩短车辆的制动距离 !提高

车辆的安全性能 !降低安全风险 ,

在多地针对电动三轮车的专项整

治中!快递三轮车一次次(中枪)毫不

意外, 去年四季度! 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在
!#

天之内查扣无牌无证%改装拼

装% 非法营运机动三轮车
4###

多辆,

被查扣的车辆大部分是快递及运输

企业用车'今年
4

月下旬起!深圳(禁

摩限电)行动开展
"#

天!共查扣电动

车
"2'2%

辆%拘留
*25

人!被拘留的快

递企业人员均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驾驶机动三轮车上路行驶),

靠跑量才有收益%快递陷入&无机动车之名$有机动车之实'

!!!!!!

近年来 !我国快递业快速发展 !

去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已达到
!#$

亿

件 !有近九成快件是靠快递员们骑

着电动三轮车送到用户手中的 , 凭

借机动灵活 %低碳环保 %性价比高

等优势 !电动三轮车自然成为我国

快递投递服务的首选交通工具 , 中

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公示

信息显示 !目前全国快递业在用电

动三轮车
5#

万辆以上 ! 需求量近

"##

万辆 ,

上海一家快递网点负责人告诉

记者 . (如果严格执行每小时
"%

公

里的限速标准 !那目前我们在用的

电动三轮车中没有一辆符合该标

准 , )百世汇通的一名快递员张桂

洋说 . (平时我的三轮车跑每小时

!%

公里左右 !在车少 %人少的地段

跑得更快 ! 最高的时候能跑
5#

公

里 , )

快递依托于网购 !老百姓喜欢

购买实物而非服务 ! 越是买廉价

的货品越对快递价格敏感 , 企业

收益微薄 ! 快递小哥只好多送快

送 ! 一些交通安全隐患也随之而

来 ,

中国快递协会理事 % 中国电子

商务物流企业联盟副会长相峰认

为 !每小时
"%

公里的标准设计时速

设计 ! 难以满足快递小哥的业务需

求,一面是怕出现交通事故!一面是

靠跑量才能有所收益 ! 快递行业的

这种矛盾现况下 ! 不少快递小哥只

得怀着侥幸%踩着油门,

避免&一刀切' 行业也须练&内功'&守底线'

!!!!!!

近几年来! 从以往生存于夹缝中

的 (黑快递) 到如今不可或缺的 (黑

马)!中国快递业实现了令人振奋的跨

越式发展,但和很多新生行业一样!快

递业也经历了成长中的烦恼! 三轮车

的速度争议和身份尴尬!就是典型,

专家建议! 对包括快递电动三轮车

在内的城市特种服务车辆的管理应避免

(一刀切)%简单化!同时设立相应的过渡

期, (如果相关部门像明确校车标准一

样!让快递送货车也有明确的标准!而不

是以罚代管%以禁代管!将会对快递小哥

社会地位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 )

浙江省政府
4

月下旬出台关于促

进快递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

同邮政管理部门制定出台便利快递服

务车辆通行的管理办法! 会同有关部

门根据城市道路交通的实际情况!研

究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 优先给予快

递服务车辆通行和停车便利,

但对快递行业来说! 任何阶段都

应确保守住安全等发展底线,当下!亟

待加强管理%苦练(内功)!提高快递员

安全意识%守法意识和行业美誉度!尽

快走出(野蛮生长)的状态,

从长远看!需要上升到立法层面!

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实施细则适时相

应修订! 合理明确电动三轮车及其他

正在兴起的换代产品的地位! 允许在

安全前提下!有效利用城市道路资源,

(要让法律体现中国道路现状和城市

物流配送的强烈需求!为快递业收派车辆

的升级换代乃至中国新能源货车的研发%

制造%使用开拓出新的空间, )相峰说,

(新华社上海
!

月
"#

日电#

新华调查

!!!!!!

广西融安山体滑坡造成
$%

名正上课小学生受伤
#

月
-,

日! 在广西融安

县浮石镇六寮村小学受灾现场!国土部门在现场勘查%目前!

-,

名受伤的小学生

全部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院救治!其中
3

人伤势较重!均无生命危险% 事故原

因调查等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新华社发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入实施&互联网

&

流通'行动计划的意见*

!

央行联合银证保
发文 支持钢铁煤炭行
业化解产能

!

一季度全国铁路

发送旅客
%&''

亿人次

!

我国首次截获检
疫性有害生物波氏长小
蠹

!

吉林省向图们江
投放大麻哈鱼

($

万尾
(均据新华社电)

我国耕地面积为 "$&"'亿亩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全

国土地利用数据预报结果显示!截至

!#"%

年末! 全国耕地面积为
!#)!%

亿

亩!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
''

万亩,

!"

日公布的*

!#"%

中国国土资源

公报 +显示 !依据全国土地利用数据

预报结果!截至
!#"%

年末!全国耕地

面积为
!#)!%

亿亩!全国因建设占用%

灾毁 %生态退耕 %农业结构调整等原

因减少耕地面积
5%#

万亩! 通过土地

整治%农业结构调整等增加耕地面积

4%"

万亩!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
''

万

亩' 全国建设用地总面积为
%)2*

亿

亩!新增建设用地
2$#

万亩,

公报称!

!#"%

年! 国土资源部门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全国
"#$

个重点

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取

得积极进展, 本年度!国土资源部会

同农业部! 部署开展
"#$

个重点城市

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按照城

镇由大到小 %空间由近及远 %耕地质

量由高到低的顺序!以城镇周边永久

基本农田划定为重点!分步推进永久

基本农田划定工作 !

"#$

个重点城市

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取得积

极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