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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老了，“我”来帮忙

维系人民福祉的“压舱石”

新华社电 国家大科学装
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
实验装置东方超环 （ＥＡＳＴ）
近日实现了稳定的１０１．２秒 稳
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
行 ， 创 造 了 新 的 世 界 纪 录 。
这一重要突破标志着， 我国磁
约束聚变研究在稳态运行的物
理和工程方面将继续引领国际
前沿。

记者５日从中国科学院获
悉， 东方超环是世界上第一个
实现稳态高约束模式运行持续
时间达到百秒量级的托卡马
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对国际热
核聚变试验堆 （ ＩＴＥＲ） 计划
具有重大科学意义。 由于核聚
变的反应原理与太阳类似， 因
此， 东方超环也被称做 “人造
太阳”。

作为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 ＩＴＥＲ
计划是人类探寻未来高效清洁
能源的重要途径 。 ＩＴＥＲ计划
将建造、 运行一个可持续燃烧
的托卡马克型聚变实验堆， 以
验证聚变反应堆的工程技术可
行性。

我国“人造太阳”装置
创造世界新纪录

新华社电 云南野生动物园
５日发布消息 ， 园内一只东北
虎产下七胞胎， 经过近两个月
的照顾， 虎妈妈和虎崽都身体
健康。

据介绍， 今年５月１０日， 云
南野生动物园迎来了七胞胎老
虎宝宝， 这是这个动物园首次
成功孕育七胞胎老虎。 东北虎
妈妈７岁 ， 已经产过４胎小虎 ，
每次３到４只 ， 一次生７只小虎
在老虎生产中实属少见。

目前东北虎母子身体状况
良好， 工作人员对其２４小时监
控 。 由于考虑到小虎数量过
多而母乳供不上的问题 ， 这
几只小虎满月后就由饲养员来
代养。

据介绍， 云南野生动物园
的老虎繁育技术较为成熟， 无
论是进行人工育幼还是母虎哺
育成活率都在９０％以上。

新华社电 近期， 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又闷又热， 空气质量
也变差了。 环境保护部日前组
织专家进行分析指出， “桑拿
天” 是引发区域空气转差的原
因 。 专家预计 ， 7月份这一地
区不利的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仍
将持续， 空气污染浓度较高。

近期，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空气污染水平有所上升， 尤其
是区域东部、 东南部地区， 包
括唐山 、 北京 、 天津 、 廊坊 、
鲁西北城市， 6月下旬后期到7
月初， PM2.5浓度呈明显上升
的特征。

专家指出， “桑拿天” 是
引发近期京津冀区域空气转差
的原因。 近期， 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大气稳定性明显增强， 扩
散条件不利， 高温高湿， 小风
静风频率增加 ， 阵性降水减
少， 进入 “桑拿天 ”。 受此影
响， 污染扩散条件不利， 区域
污染物不断积累上升。

一东北虎在云南
成功产下七崽

“桑拿天”引发
京津冀空气转差

———百姓迎来商业养老保险“大礼包”

中国安全吗？ 在中国你敢深
夜独自一人回家吗？ 中国警察如
何维护社会治安？ ……近日， 一
场关于中国社会治安状况的讨论
引发热议。 参与讨论的中外人士
纷纷表示， 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感
到很踏实、很安心。

社会治安， 是国家平安建设
的晴雨表、人民福祉的压舱石。打
击违法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是公安
民警肩负的重要职责。近年来，全
国公安机关努力提升维护公共安
全能力和水平， 着力推进平安中国
建设，不断筑牢人民群众安全感。

保民平安能力显著提升
２０１６年１月３日， 安徽阜阳一

名５岁女童被人贩子当街抢走 。
经过民警５６个小时的跨省追捕，
３名嫌疑人最终在河北落网， 女
童被成功解救。

老百姓最痛恨什么犯罪就严
厉打击什么犯罪， 老百姓反映什
么治安问题最突出就集中整治什
么问题———这是公安机关一以贯
之的理念。

建立健全立体化、 信息化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

２０１５年４月 ， 中办 、 国办印
发 《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的意见》， 提出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建设具体措施。 公安部会
同有关部门作出部署， 各地积极
探索实践。 辽宁省大连市建立起
“天、 地、 人” 三网立体治安防
控体系， ２０１５年刑事发案同比下
降３５％； 广东省珠海市每日发布
“平安指数 ”， 建立集研判 、 预
警、 督导、 问责、 动员的工作机

制， 实现社会治安齐抓共管。
更快地破大案、 更多地破小

案、 更好地控发案———
持续打击以 “盗抢骗” “黑

拐枪” “黄赌毒” 等为重点的传
统犯罪， 严厉打击以电信网络诈
骗、 网络贩枪、 食药质量问题、
环境污染为重点的新型犯罪， 严
密防范寄递物流、 网约车等新业
态相关违法犯罪。

查隐患、防事故、保安全———
持续开展人员密集场所、 易

燃易爆单位、 高层建筑等火灾隐
患排查整治和电气火灾综合治
理； 加强道路交通和安全隐患源
头排查整治， 严格旅游客运、 公
路货运、 危险品运输等重点车辆
监管， 严查 “三超一疲劳”、 酒
驾、 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数据显示， 2016年， 八类严
重暴力犯罪案件比 2012年下降
42.7%， 人民群众安全感始终保
持在90%以上， 现行命案破案率
再创新高， 达到98.3%。

严防经济金融安全风险
２０１５年， 泽熙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徐翔等
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股市内幕信
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交易
价格，其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被公
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这是公安机关近年来依法严
惩在金融市场兴风作浪的“大鳄”
“内鬼”， 坚决防止经济犯罪问题
诱发经济金融风险的一个缩影。

经济是国家发展的基础， 经
济安全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为维护经济秩序和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 ， 护好老百姓的
“钱袋子”， 公安机关重拳出击，
始终保持对经济领域违法犯罪的
严打高压态势。

侦破公司 “黑股票” 案、 骗
取出境游押金案等典型案件， 开
展打击证券期货、 金融诈骗等风
险型经济犯罪专项行动， 建立健
全非法集资案件处置机制、 涉案
资金网络查控平台等， 公安机关
以实际行动彰显出其严打经济犯
罪的决心和化解经济金融安全风
险的能力。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６年以来， 公
安机关相继组织开展了打击地下
钱庄 、 新型网络传销 ， 以及假
币、 银行卡网上非法买卖、 虚开
和骗税犯罪等一系列专项行动，
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１６．８万
起， 挽回经济损失３５６亿元。

守护清朗的网络家园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日， 山东省菏泽

曹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先后接到三
人报案称 ： 日前接到 “ １７０或
１７１” 手机号发送的短信 ， 内容
为 “×××， 好好看看当时录像
吧 ， ９８５．ｓｏ ／ ６Ｒｆｇ （ ｘｈｊｙｐ．ｃｏｍ ／
ｑｑ）”， 三人点击短信所附链接
后， 陆续发现各自手机绑定的银
行卡被他人从异地取出大量资
金， 共计２７万余元。

日前， 公安机关成功侦破这
起木马网络诈骗案， 抓获７３名犯
罪嫌疑人， 打掉２０余个实施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 盗窃、 诈骗的犯
罪团伙， 涉案资金达７００余万元。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面
对近年来复杂严峻的网络安全形

势， 公安民警严打网络犯罪、 整
治网络谣言， 维护网络安全， 努
力提升网络社会公众安全感。

开展打击网络谣言和有害信
息工作 ， ２０１６年清理有害信息
６００余万条， 落地查处造谣传谣
人员 ２５００余人 ， 侦破 “塑料紫
菜” 等一大批重大谣言案件； 开
展打击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犯罪专项行动， ２０１６年侦办各
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 １８８６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４２６１名， 其
中银行、 教育、 工商、 电信等行
业内部人员３９１人……

为搭建公安机关与互联网企
业的快速沟通处置平台， 公安部
２０１５年部署全国公安网安部门深
入开展网站“网安警务室”建设。
目前，全国已建成“网安警务室”
１１１６家，在百度、腾讯等１０家大型
重点网站建成了一级 “网安警务
室”。网警从幕后走向前台，提高
了网上“见警率”“管事率”。

为联合打击跨国网络犯罪 ，
中美两国２０１５年举行首次打击网
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
话， 达成了 《打击网络犯罪及相
关事项指导原则》， 就网络安全
个案、 网络反恐合作、 执法培训
等达成了广泛共识。 目前， 我国已
与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打击
网络犯罪合作机制。 虚拟世界正在
筑起一张张严密的综合防控网 ，
守护你我的网络家园。 据新华社

当你老了 ， 如何安享晚年 ？
可靠的经济来源很重要， 除了银
行储蓄、 养老金……商业养老保
险也是一种选择。 国务院办公厅
近日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
老保险的若干意见》， 提出创新
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和服务， 促进
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 商业养老
保险迎来政策红利， 老百姓迎来
“大礼包”。

商业养老保险有哪些
“小目标”？

保险与保障紧密衔接， 在很
多发达国家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
要支柱。 以养老体系为例， 基本
养老保险主要解决公平问题， 由
政府 “兜底”； 企业年金解决效
率问题， 由企业和个人自担养老
责任， 满足差异化养老需求； 商
业保险旨在满足多样化的养老保
障需求。

商业养老保险有哪些 “小目
标 ”？ 意见这样 “说 ”： 到２０２０
年， 要成为个人和家庭商业养老
保障计划的主要承担者、 企业发
起的商业养老保障计划的重要提
供者、 社会养老保障市场化运作
的积极参与者、 养老服务业健康
发展的有力促进者、 金融安全和
经济增长的稳定支持者。

高标准、 严要求之下， 目前
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如何？ 客观来

说， 商业养老保险并没有发挥应
有作用。

保监 会 副 主 席 黄 洪 介 绍 ，
２０１６年具备养老功能的人身保险
有效保单件数６１４０万件， 有效承
保人次６５３２万， 与我国庞大的人
口基数相比， 微不足道。

“大礼包” 里都有啥？
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我国养

老的责任主要落在政府和企业身
上， 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养老保障
体系中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在新华保险董事长兼ＣＥＯ万
峰看来， 意见的出台为保险产品
创新和行业大发展提供了重大机
遇， 保险业的职能要从 “社会保
障体系的补充” 转变为 “社会保
障体系的重要支柱”， 责任要从
单一的保险责任转变为更多的社
会责任。

商业养老保险如何承担起责
任， 能为老百姓提供什么 “大礼
包”？ 说白了， “大礼包” 就是
多种保险产品和服务的组合， 供
老百姓自由选择。

意见综合考虑各类人群实际
需求， 对商业保险机构提出了具
体要求。 比如， 针对独生子女家
庭、 无子女家庭、 “空巢” 家庭
等特殊群体养老保障需求， 要探
索发展涵盖多种产品和服务的综

合养老保障计划； 对于老年人，
要大力发展意外伤害保险、 长期
护理保险、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
险等适老性强的商业保险。

此外， 意见提出推动商业保
险机构提供企业 （职业） 年金计
划等产品和服务。 企业年金是企
事业单位为职工建立的补充养老
计划 。 实际上 ， 在企业年金方
面， 商业保险机构已是产品和服
务的重要提供者， 并在市场上耕
耘多年， 在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中
发挥着 “主力军” 作用。

黄洪说， 在企业年金法人受
托管理中， 目前保险机构的市场
份额为７４．５％， 管理规模排在前
两 位 的 机 构 均 为 商 业 养 老 保
险 公 司 ； 在投资管理中 ， 保险
机构的市场份额为５３．７％， 管理
规模排在前两位的机构也均为保
险机构。

老了能领多少钱？
风险保障之外， 商业保险机

构在老百姓 “养命钱” 保值增值
方面也能大展身手。 意见提出发
展安全性高、 保障性强、 满足长
期或终身领取要求的商业养老年
金保险。

黄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如
果一个人３０岁投保商业养老保
险 ，月缴保费１０００元 ，一直缴到
６０岁 ， 产 品 保 证 收 益 率 是 复

利 ３．５％， 退休后按月终身领取
养老保险金 ， 那他到６０岁退休
时， 缴纳的保费本金是３６万元，
账户价值是６１．８万元， 相当于本
金增加了２５．８万元 。 通过精算 ，
他６０岁开始领取， 一个月可以领
到２７４６元保险金， 如果他活到８５
岁， 一共可以领到８２．４万元， 这
就是保险的作用。

目前市场上的养老产品很
多， 选择权在老百姓手里， 保障
水平、 收益保证、 终身领取、 资
金安全等应该是老百姓在选择产
品时充分考虑的。

意见还 “说” 了一个 “小目
标”， 到２０２０年， 基本建立运营
安全稳健、 产品形态多样、 服务
领域较广、 专业能力较强、 持续
适度盈利、 经营诚信规范的商业
养老保险体系。 配套政策便是加
强投资和财税等政策支持， 推动
税延养老保险试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
究所研究员朱俊生认为， 从国际
发达保险市场看， 税收优惠政策
是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引擎。 保
险业要借契机转理念， 以保障功
能为基础， 风险管理与财富管理
相结合， 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保
险机构则要加强产品创新， 提高
资产管理能力和效率， 增强商业
养老保险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据新华社

———公安机关履职担当筑牢社会安全感

砥砺
奋进的 年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