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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国务院国资委9日发布《 关于认

真做好201 5年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

业绩考核工作的通知》，部署新一年

度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工作。根据

通知，201 5年利润总额下降的央企，

工资总额将不得增长。

根据通知要求，对于新一年度利

润总额和经济增加值指标，中央企业

要在确定基本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

提出奋斗目标，奋斗目标要比基本目

标高1 5%以上，且高于上年实际完成

值，基本目标和奋斗目标将一并纳入

中央企业负责人与国资委签订的业

绩责任书。

通知明确，利润总额、经济增加

值等目标值比上年下降较多的企业，

无论完成情况如何，考核等级不得

进入A级。而关于工资水平，通知说，

企 业 利 润 总 额 目 标 值 比 上 年 增 长

的，工资总额按照行业工资增长调

控线适用范围合理确定，而对于利

润总额目标值下降的，同口径工资

总额不得增长。

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要加强形

势研判，自加压力，经济效益增长要

力争高于上年，管理类指标要持续改

善，盈利企业要进一步挖掘增长潜

力，亏损企业要努力扭亏增盈，全力

以赴保增长。

据新华社电

申请再生育数量未超预期
201 4 年 新 出 生 人 口 达 1 687 万

人，较201 3年多47万，1 06.9万对单独

夫妇申请再生育———自去年1 月浙江

省率先实施单独两孩以来，这一政策

已逐渐在全国推开。国家卫生计生委

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9日表示，这

一数字基本符合预期。

单独两孩政策的出台，无疑满足

了一部分家庭想要两个孩子的愿望。

对于北京、上海、浙江等一些独生子

女比例很高的地区来说，部分夫妇真

正有了生两孩的选择。不过，这一政

策的放开并未导致超预期人口增长。

从全国来看，生育意愿低、实际

出生人数更少，成为单独两孩政策实

施的普遍情况。浙江去年实际出生

1 .6万余人，远低于预期的8万人；河

南去年受理再生育申请3万件，实际

出生人数仅为1 万；河北调查显示，

63.1 5万户“ 单独一孩”家庭中，只有

20.49万户确定生育二胎⋯⋯

“ 女儿2002年出生，现在读高中，

我和我爱人准备再要一个。”兰州市

居民陈卓说，自己1 972年出生，是最

早一批独生子女，之前就想要孩子但

政策一直没放开。

甘肃省卫计委基层指导处处长

刘东云表示，“ 从先前实施‘ 双独’生

育两孩政策的实践来看，单独两孩政

策的放开并不会导致生育水平出现

大反弹，申请再生育的数量不如外界

预期。”

专家分析，受单独两孩政策影响，

预计201 5年出生人口较201 4年将增

加1 00万左右。尽管国家有关部门认

为政策效果符合预期，但北京大学人

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认为，1 06.9万的

申请数字，比实施之前200万的预期低

了很多，而实际生育数将会更少。

出生小高峰或如期而至
“ 井喷”式申请再生育数量未超

预期，今后走向如何？中国社会科学

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教授郑真

真表示，“ 再生育申请” 数量和真正

的“ 再生育” 数量并不是一回事。

“‘ 单独两孩’ 政策落地的影响会逐

步显示在出生人口正常的波动上。”

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钟东波表示，

很多符合政策的家庭没有在当年生育，

并不是不想生，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研讨

会上说，去年出生人口跳跃式上升的

基础上，201 5年出生人口可能再度较

大幅度攀升，或将逼近1 800万。他判

断，单独两孩的出生可能会大量出现，

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

不过，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

所教授原新认为，生育意愿从申请、展

现到付诸实践，数量也会持续衰减。

“ 育龄妇女人口基数不断萎缩，即使生

育水平和生育模式不变，婴儿出生数

量也会减少。即使201 4年、201 5年出生

人口增长，‘ 婴儿潮’也很难出现。”

专家们指出，随着多年来中国经

济社会变迁，人们的生育理念已发生

深刻改变：“ 多子多福” 的传统生育

观念不再占据主导。即便生育政策更

加放开，也很难再现过去“ 多胎常

态”的社会情景。

普遍两孩政策还有多远？
关于今后的人口政策，在研讨会

上专家们展开热议。中国人民大学人

口与发展研究中研究员宋健认为：

“ 从双独两孩到单独两孩，再逐步过

渡到普遍两孩政策，这是为了避免人

口结构上的骤涨骤跌，但单独两孩政

策是过渡政策无需争论。”

专家们指出，单独两孩政策落地

后，普遍两孩等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

期待，但“ 普遍两孩”何时放开的时

间表，则需要进一步观察分析。

不过，从人口结构和中国经济需要

角度，有的专家认为应该尽快放开普遍

两孩。“ 现在的生育水平仍在较为适度

的低生育水平范围，在单独两孩政策下

的生育潜力释放过程中，为了避免释放

以后生育率下降，需要尽快转向普遍两

孩政策。”人口专家陈卫说。

原新也如此呼吁，宜在单独两孩

政策的出生人口效力减弱的时候，适

时开放普通两孩政策，刺激人口补充

出生量。

也有专家认为放开普遍两孩政

策不能一蹴而就。天津社会科学院社

会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 随着生

育妇女和婴儿数量的增多，还要综合

考虑社会医疗、教育、就业等客观配

备条件，避免生育政策走在基本公共

服务前面。” 据新华社电

单独两孩落地1年出生人口增47万
预计今年再增100万 有专家认为应尽快放开普遍两孩

国资委：利润下降的央企工资总额不得增长

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以
来，中国出生人口形势发生
了怎样的变化？记者9日从
中国人口学会主办的中国
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研讨
会上了解到，2014年我国出
生人口1687万人，较2013
年多47万人。专家分析，受
单独两孩政策影响，预计
2015年出生人口较2014年
将增加100万人左右。

冀豫3名厅级干部
被检察机关查办

最高检9日消息，河北、河南3名

地方厅级干部分别涉嫌受贿犯罪被

检察机关查办。

日前，河北检察机关决定，依法

对河北省邢台市副市长李全保（ 副厅

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案件侦

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日前，河北检察机关决定，依法

对河北省秦皇岛市原副市长张学军

（ 副厅级） 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

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

进行中。

日前，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

依法对河南省粮食局原局长苗永清

（ 副厅级） 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

依法指定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

指定管辖，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

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据新华社电

新疆青河县官方
证实牧民捡到狗头金

新疆青河县宣传部9日通过其官

方微信平台对外发布，关于媒体报道

青河县牧民捡到天然金块一事，经有

关方面调查，此报道属实，确有此事。

青河县官方回应：连日来，国内媒

体大量转载“ 新疆牧民捡到7.8公斤狗

头金”的消息，引起网民广泛关注及热

议。对此，青河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

间安排了相关人员了解事情真相。

据了解：确实有牧民捡到一疑似

“ 天然块金”，具体待进一步鉴定。考

虑到疑似“ 天然块金”可能价值不菲，

有牧民生命财产安全隐患，已安排当

地乡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了对牧民

的安全保护，并叮嘱牧民提高防范

意识，妥善保管。官方称，青河县资

源富集，曾于201 1 年收藏一块1 .6千

克“ 狗头金”，也发现世界第三大铁

陨石。 本报综合报道

新华社 图

原铁岭市市长林强
等5人被开除党籍

记者从辽宁省纪委获悉，铁岭市

原市长林强等5名厅级官员因严重违

纪被开除党籍，他们涉嫌犯罪的问题

及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在辽宁省纪委9日发布的被开除

党籍的5名厅级官员分别是，辽宁省铁

岭市原市长林强，辽宁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党组原书记、原副主任张小普，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宋

景春，辽东学院原副院长吕继臣，沈阳

市政府原参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原局长王燕玲。他们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行为都包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

受巨额贿赂，其中林强、张小普和王燕

玲还都有贪污公款的行为。

据辽宁省纪委介绍，鞍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原院长宋景春不仅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司法审判、人事调动

及工程建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而且在

组织调查期间，与他人订立攻守同

盟，转移赃款赃物，对抗组织调查。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