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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确定！
社保将迎来6大新变化

自启动“日报制”以来 每日新增均超300万剂次

全国累计接种新冠疫苗超1亿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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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 陈席
元）28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正式宣布，截至3月27日24时，全
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亿剂
次。国家卫健委官网也第一时间发布各地
累计接种最新数据为10241.7万剂次。自
3月 24日我国启动新冠疫苗接种“日报
制”以来，每日新增接种均超300万剂次。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根据
国际疫情形势以及传染病防控的经验总结，
加快疫苗接种，是当前有力的防控手段。我
国正在安全、有序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国家卫健委已经向部分省份派出工作组，支
持和指导当地开展疫苗接种工作。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
庆表示，国家卫健委已组织国家免疫规划
专家咨询委员会制定出台了《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技术指南》，供预防接种单位在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过程中遵守。

针对新冠病毒灭活疫苗2剂接种间隔
问题，《指南》明确，建议2剂之间的接种间
隔大于等于3周，第2剂在8周内尽早完成
接种。关于不同疫苗产品能否替换的问

题，《指南》建议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
种，如遇疫苗受种者异地接种等特殊情况，
无法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时，可采
用相同种类的其他生产单位的疫苗产品完
成接种。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在发

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做好重点地区、
重点人群的接种工作，一方面拓展接种服
务能力，优化疫苗配送流程，提高流转和运
输效率，科学安排疫苗周转数量，不得积压
库存，通过多种方式增加接种点和接种台
数量，满足群众接种需求；另一方面将加强
部门联动，协调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加强疫
苗保障供应。
“根据国家的总体部署和安排，各地按

照应接尽接、梯次推进、突出重点、保障安全
的原则，做好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人群的接
种工作，集中力量在疫情发生风险高的大中
型城市、口岸城市、边境地区开展接种。”吴
良有介绍，将先期安排机关企事业单位人
员、高等院校学生及教职工、大型商超服务
人员等人群接种疫苗，稳步推进60岁以上、
慢性病等人群接种，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 王琳
琳 徐鹏航）近日，广东、山东等地相继报
告发现新冠病毒突变株。世卫组织预计，
未来会出现更多变异。公众高度关注：新
冠病毒若加速变异，会对我国自研疫苗产
生多大影响？有效性会下降吗？中国是
否已经开展新一轮针对突变株的疫苗研
发？新华社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主管部
门和业内权威专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
研发专班专家组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军志表示：“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新冠
病毒的变异株对我国附条件上市的新冠疫
苗保护率产生明显影响。但病毒长期传播
可能会产生多个突变的积累，而积累到一
定程度就会出现影响疫苗保护力的风险，
这个风险是存在的。”

应对病毒变异，国家一方面需要密切监
测，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疫苗平台建设，积极开
展新一代疫苗研发。这样，“一旦出现病毒变
异引起疫苗免疫效果消失或者大幅度降低的
情况，就能够在最短时间研发出针对变异株
的疫苗，这是非常关键的。”王军志说。

目前多个中国疫苗生产企业和研发团

队都已部署了针对变异病毒的研发。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副总裁张云涛在

28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国药集团中国生物两款灭活
疫苗，利用在国内和海外Ⅱ期、Ⅲ期临床试
验后的血清，对包括在南非发现的和在英
国发现的毒株，还有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流
行区发现的10多个毒株进行了交叉综合
试验，结果显示，两款灭活疫苗产生的中和
抗体对这些毒株都有很好的中和作用，“目
前在巴西、津巴布韦发现的毒株我们正在
进行中和试验监测，我们在持续推进变异
株疫苗研发”。

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长尹卫东介绍，为了防患于未然，目前公司
已经启动变异株的疫苗研究。未来，若病毒
变异加速到一定程度，一种可能是在现有疫
苗基础上增加一个变异株的抗原构成，变为
二价疫苗；另一种可能是，在注射现在疫苗
的两针之后，再注射一针针对新变异毒株的
加强针。“过去一年，我国新冠病毒疫苗的研
发审批流程基本已经理顺，与此前相比，针
对变异毒株的研发周期会更短，效率会更
高。”尹卫东说。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
士团队在腺病毒载体疫苗附条件上市后持续

追踪着疫苗的安全性反馈，也在跟踪疫苗对
新出现变异株的有效性。“我们在分析变异株
的数据，用试验验证它们对现有疫苗的交叉
反应作用，也早已启动针对变异株的疫苗研
发。这个疫苗不一定用得上，但宁愿备而不
用，不能用而不备。”陈薇说。

对于公众，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世界卫
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等业内专
家再次提示并呼吁，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主要流行地区的毒株变异仍未超出可控范
围，因此世界各国应尽快大规模接种疫苗，构
建起更强大的群体免疫屏障，同时也可以降
低病毒变异的速度，最终尽早遏制住疫情。

2018年1月，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
雷霆万钧之势拉开帷幕。三年后，“推动扫黑
除恶常态化”写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成就载入史册，征途未有穷
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全面胜利后，新
的篇章即将开启。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三年来，专项斗争重拳出击，依法严惩
黑恶势力，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集中整治
社会治安乱点和行业领域乱象，回应人民期
待、巩固执政根基、维护社会稳定、彰显法治
权威。

以人民的名义
向黑恶势力发起强大攻

势，夺取扫黑除恶全面胜利

1082幅图片、225件音视频，共1300余件
展品……3月23日，“扫黑除恶国泰民安——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网上展览馆”正式上线。
“依法严惩”“打财断血”“打伞破网”“源头

治理”“强基固本”“督导利剑”等一个个展厅，仿
佛时光隧道，镌刻下不平凡的峥嵘岁月。

三年来，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
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23.7万名，打掉涉黑组织是前10年总和的
1.3倍。

时间回溯到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事关社
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
和基层政权巩固的高度，作出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

这是对国情、社情的深刻洞察和把握。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

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
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处于社
会转型期的中国，涉黑涉恶犯罪形势出现了
新动向——

从政治领域看，一些黑恶势力骗取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资格，捞取政治资本；有的农
村黑恶势力干扰破坏农村基层组织，侵蚀基
层政权；从经济领域看，不少黑恶势力渗透到
交通运输、矿产资源、建筑工程、服务娱乐等
传统行业，甚至染指金融、互联网等新兴行
业，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从社会民生领域
看，有的黑恶势力成为“菜霸”“肉霸”“砂霸”
为害一方，有的长期进行聚众滋事、垄断经
营、敲诈勒索、开设赌场等违法活动，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

黑恶问题浸染社会生态背后，还有复杂
的政治生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黑恶势力怎么
就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从小到大发展起来？
我看背后就存在执法者听之任之不作为的情
况，一些地方执法部门甚至同黑恶势力沆瀣
一气，充当保护伞。”

为了让人民群众带着满满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步入全面小康社会，从“打黑除
恶”发展为“扫黑除恶”，由“专项行动”升级成
“专项斗争”，一场更加着眼于系统治理、综合
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的伟大斗争大幕拉
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三年来，立足不同阶段形势特点，扫黑除

恶不断调整主攻方向，完善斗争策略——
从开局之年，提出对蛰伏的黑恶势力和

背后的“保护伞”要“撕开口子、揭开盖子、挖
出根子”；到攻坚之年明确必须在“准”字上下
功夫，确保把每一起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和
法律检验的铁案；再到收官之年，部署“一十
百千万”行动……专项斗争一步一个脚印，勾
勒出夺取全面胜利的清晰路线图。

以法治为纲
回应人民群众期待，捍卫

社会公平正义

2018年5月14日，深夜。
广东汕湛高速上，一列50辆车组成的车

队犹如一支疾驰的利箭，靶心指向汕头市龙
湖区新溪镇西南村及周边的63个目标点。
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这里盘踞着一个以

谢培忠为首的涉黑恶走私犯罪团伙，残害群
众、称霸一方，把持基层政权、充当“地下执法
队”、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群众敢怒不敢言……
“行动开始！”凌晨1时刚过，指令从汕头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大厅发出。1500多名警
力分小组抓捕，3个小时内，完成63名目标
人物抓捕和封存取证工作。
在随后一个半月里，分布在广东10个地

市的200多名受害者主动出来作证，形成了
100多卷卷宗。2019年12月，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对谢培忠等39人涉黑案作出二审宣
判，谢培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
三年来，一批像谢培忠这样横行乡里、欺

压百姓的“痞霸王”“吸血鬼”“土皇帝”受到严
惩。人民群众对一起起案件依法审理、庄严
宣判记忆深刻——
云南昆明，改头换面逍遥法外多年的孙

小果被执行死刑；陕西西安，人称“北霸天”
的未央区原人大代表、北辰村党支部原书记
葛七宝，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海南昌江，
盘踞当地30年的“土皇帝”黄鸿发及其家族
犯罪集团被连根拔起，196名被告被判刑；
黑龙江呼兰，“关系网”和“保护伞”渗透至呼
兰地区党政机关各个层级的“四大家族”被

彻底铲除……
扫出河清海晏、盈盈正气，这不仅是正义

的审判，也是法治的胜利。
既不“拔高”，也不“降格”。三年来，始终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
以审判为中心，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真正做到“是黑恶一个也不放过，不是黑恶一
个也不凑数”。为此，全国扫黑办牵头制定办
理恶势力刑事案件等法律政策文件，指导各
地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主动适应以审
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以严格
公正司法捍卫社会公平正义。
三年来，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涉黑恶案件

32943件225495人，53405名涉黑恶案件被
告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
俯仰用心皆民生，一枝一叶总关情。
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上半年对31个省

（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民意调查显
示，95.1%的群众对专项斗争成效表示“满
意”或“比较满意”。
实践已经证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

的十九大以来最得人心的大事之一。
赤胆忠诚、丹心如铁。在这场波澜壮阔

的伟大斗争中，广大党员干部疾恶如仇、冲锋
在前，共有754名政法干警负伤或牺牲。

以斗争为牵引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

国”，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规定“软暴力”手段认定，将恶势力组织
上升为法律概念，体现从严要求、降低再犯可
能性……2020年12月，反有组织犯罪法草
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之际，一部专

门的反有组织犯罪法正式提上立法日程。以
法治思维总结成效，以法治方式强基固本，扫
黑除恶常态化、机制化开展迈出坚实一步。
三年来，扫黑除恶与反腐败、基层“拍蝇”

相结合，已成为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
重要战场。
全国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案件89742件，立案处理115913人，党纪
政务处分80649人，移送司法机关10342人。
既要全面惩治，也要靶向施治。
三年来，全国累计打掉农村地区的涉黑

组织 1289 个，占打掉涉黑组织总数的
35.4%，打掉农村地区的涉恶犯罪集团及团
伙14027个，依法严惩“村霸”3727名。

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严把
村干部入口关、推进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
理……各级组织部门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
战斗力，增强对“村霸”和涉黑涉恶问题的
“免疫力”。

加强村级事务民主监督、发挥民主评议
作用、规范村委会成员用钱用权行为……各
级民政部门切实维护村集体和村民利益，防
止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作恶”“变黑”。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柴湖镇鱼池村，从
1996年起的20多年来，村党支部原书记全
新波等人把持基层政权、侵吞集体财产，利用
家族、宗族势力肆意妄为。

随着“村霸”全新波等人在专项斗争中
被处理，鱼池村基层民主逐渐重建，村民当
家做主。

三年来，各地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
织5.47万个，对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
和涉黑涉恶等问题的4.27万名村干部，全面
清除出农村干部队伍，农村基层选举秩序明
显好转，基层组织建设环境明显优化，党的执
政根基更加牢固。

从三年斗争实践看，交通运输、矿产资
源、建筑工程、服务娱乐等传统行业，金融、网
络、共享经济等新兴行业，是黑恶势力滋生蔓
延的重点领域。

既要深挖根治，也要长效常治。
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必须

扎实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彻底铲除黑恶势
力滋生的土壤。

绕过密云水库北行，远远望去，山上植被
已恢复，山脚下种植板栗、红薯等经济作物，
一派生机盎然……走进位于北京市密云区不
老屯镇、太师屯镇等地区，很难看出这里是昔
日的矿山、矿点。

而在十几年前，当地“靠山挖山”盗采频
繁，滋生了以刘旭为首的恶势力团伙，暴力垄
断矿石交易，后通过成立园林绿化公司洗白
“转型”，盘踞当地长达15年之久。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这一团伙被一举
打掉。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及重要饮用水源
基地，密云区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开展自然
资源领域专项治理，通过一系列有力措施守
护好绿水青山。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上，回首看，三年专项斗争成绩来之不易；
抬望眼，推进长效常治依然任重道远。

三年实践充分证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对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保
障人民安居乐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为了让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剑不入
鞘、鞭不离手，扫黑除恶常态化开展，必将为
这场伟大斗争续写新的历史篇章，开辟“中国
之治”新境界！

据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雷霆亮剑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纪实

3月28日，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体育馆内，学生在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新冠病毒变异加速

中国疫苗有效性会受影响吗？权威回应来了！
“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新冠病毒的变异株对我国附条件上市的新冠疫苗保护率产生明显影响。但病毒长

期传播可能会产生多个突变的积累，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影响疫苗保护力的风险，这个风险是存在的。”

退休人员养老金涨多少？4月底前揭晓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什

么时候能上涨？涨多少？《意见》明确，4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
2020年养老金发放水平提高，让1.2亿人得到了实惠。

今年继续上调退休人员待遇，养老金将实现连续17年上涨。
涨幅多大，答案即将揭晓。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央财政对养老基金的补助
力度还在持续加大。养老金累计结余4.7万亿元，预计2021
年养老基金收支相抵后略有结余，未来养老金发放有保障。

个人养老金制度啥样？9月底前“亮相”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对于

这项工作，《意见》要求，9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
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包括国家税收等政策支持的个人养

老金和市场化的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两部分。其中，个人
养老金制度还没有出台。

关于个人养老金制度，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总的考虑
是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自愿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上给予支
持、资金市场化投资运营。

业内人士表示，其主要目的是变百姓储蓄养老为投资养
老，通过市场长期投资运营和长期领取养老金安排，实现个人
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新业态职业伤害怎么保障？6月底前明确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加快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意见》要求6月底前出台相关
政策。

互联网平台经济催生大量新型就业岗位，同时去雇主化、
劳动关系灵活化的特征，也使得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无
法获得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的保障。

人社部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已经初步形成
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模式的思路。

据相关专家介绍，试点拟从外卖、网约车、即时递送三类
行业入手，接下来政策将明确具体的筹资方式、保障情形、待
遇项目以及对应的待遇标准等。

放开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9月底前推出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今年要推动放开在就业地参加

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意见》明确，9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
根据权威统计，全国已有2亿左右灵活就业人员。目前

大部分城市已经放开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特别
是省内城乡户籍限制已基本取消。不过，仍有部分超大城市
要求必须拥有本地户籍，才能在就业地参保。
“主要是部分一线超大城市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水平

比较高，如果完全放开参保户籍限制，将给当地带来较大财政
支出压力。今年继续对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补贴,同时推
动放开参保的户籍限制，将成为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举措。”
业内专家说。

居民医保人均补助增30元，5月底前出政策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再增加30元和5元。《意见》要
求，此项工作5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

按此计算，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上调后将达
到每人每年580元，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40元，达到每人
每年320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上调
后将达到每人每年79元。

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全覆盖，明年底前完成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明年年底前每个县至少要确定1

家定点医疗机构，提供包括门诊费用在内的医疗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意见》安排，这项工作2022年12月底前完成。

今年2月，我国新增15个省区作为普通门诊费用(不含门
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试点。目前全国已有27个省份开展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运行。 据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
分工的意见》，指明44项重点工作的分工责任及完成时
限。其中，有6项社保相关政策明确了时间安排。这意味
着，你我的社保将迎来多种新变化、获得多项新福利。

（上接第1版）
天津港集团生产经营中心主任周伟介绍，如今，天

津港70%的外贸集装箱都来自京津冀地区，每月到港航
班550余班，40余条“一带一路”航线覆盖沿线22个国家
和地区，19条内支线覆盖环渤海主要港口。作为京津冀
地区的海上门户、服务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国际枢纽
港，天津港2020年环渤海集装箱运量突破100万标准
箱，同比增长67%；集装箱海铁联运突破80万标准箱，同
比增长42%。
“朋友圈”的扩大，离不开深化改革。天津港持续在改

进服务上下功夫，精简单证、优化流程、简化手续、提效降
费，打造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功能更强的综合物流体系。
“天津港集团将推动港口效率持续保持国际领先水

平，创建世界一流港口效率体系，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褚斌表示。

天津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绿色智慧枢纽港口

快评

集聚创新资源 激发发展动力
金 港

对标世界一流，需要企业深挖潜力、苦练内功，从大
处着眼、从细节做起。天津港以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建设
为抓手，集聚高端创新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
动新旧动能转换，激发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如今，百年
老港华丽蝶变，集装箱吞吐量去年实现逆势上扬，创造历
史新高。
天津港的实践探索表明，既善于抓住重大历史机遇，

又善于从眼前的危机和挑战中创造机遇，不断发展新模
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就一定能在危机中育先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转载自《人民日报》2021年3月28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