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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将于6月1日起施行，其中对旅
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
待未成年人入住的安全保护义
务作了规定。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公安部对旅馆经营者接待未
成年人入住提出“五必须”要求，
以切实防范在旅馆中侵害未成
年人案件的发生，保护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

按照要求，旅馆经营者接待
未成年人入住，必须查验入住未
成年人身份，并如实登记报送相
关信息；必须询问未成年人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并
记录备查；必须询问同住人员身
份关系等情况，并记录备查；必
须加强安全巡查和访客管理，预
防针对未成年人的不法侵害；必
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可疑情
况，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同时采取相应安
全保护措施。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
合在旅馆发生的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特点，旅馆经营者遇到以下
可疑情况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
一是成年人携未成年人入住，但
不能说明身份关系或身份关系

明显不合理的；二是未成年人身
体受伤、醉酒、意识不清，疑似存
在被殴打、被麻醉、被胁迫等情
形的；三是异性未成年人共同入
住、未成年人多次入住、与不同
人入住，又没有合理解释的；四
是其他可疑情况。根据未成年人
保护法规定，旅馆经营者发现违
法犯罪嫌疑的，除应当立即向公
安机关报告外，还要及时联系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
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
险的，应当在能力范围内采取相
应安全保护措施。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旅馆经营者应认真履
行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义务和
主体责任，如违反有关法定义
务，将被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
任。同时，希望未成年人及其监
护人、共同入住人、访客等给予
更多理解和配合，其他入住旅
客也应加强监督和提醒，共同
构建关爱、保护未成年人的安
全机制，共同防范和杜绝发生在
旅馆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为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社
会环境。 据新华社

接待未成年人入住？
公安部对旅馆经营者提出“五必须”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
这是第三次放宽生育
政策。从“单独二孩”到

“全面二孩”，再到现在
的“三孩生育政策”，可
以说，是在适度宽松型
生育政策的道路上又
向前迈进了一步。

要看到，生育政策
本身对于未来中国人
口的生育率向适度水
平迈进具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同时还必须建
立一系列的、与三孩生
育政策相互配套衔接
的经济社会政策体系，
这是决定未来是否能
够达成三孩政策生育
效果的关键要素和决
定因素。

“十四五”规划纲
要的第45章“实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从三个方面提
出了要求：一是推动实
现适度生育水平，二是

健全婴幼儿发展政策，
三是完善养老服务体
系。从我的理解来说，
它强调的是“一小一中
一老”三个问题。围绕
刚刚发布的三孩生育
政策，从我的理解来
看，应该要做好这五件
大事：

首先，是法律要先
行。目前我国计划生育
的法律体系由三个部
分组成——上位法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中位
法是三个部门法规，包
括《社会抚养费征收管
理办法》《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管理条例》《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条例》；下位法为地方
法规，即31个省、市、自
治区的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构成三个层面
的计划生育法律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在2015
年底修正，与“全面二
孩”政策配套，相应的
地方性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均作了修订。现
在即将实行三孩生育
政策，各个层面的法律
法规必须做出相应的
修正。

其次，构建生育安
全和生育关怀的公共
政策体系，要做好三
个方面的事情，即“一
小一中一老”。“一小”
应抓紧建设相关的托
幼服务设施和服务体
系。在“十三五”时期，
国 家 出 台 了 很 多 文
件，制定了关于托幼
服务发展的指导性意
见规范、标准等，“十
四五”期间应抓紧落
地，加强公立托儿所
和 公 立 幼 儿 园 的 建
设。同时，要让不同的
社会力量也能加入到
兴办托幼事业的行业
当中来。这是一个很
重要的方面，要做到
生得起、养得起。

“一中”，是要加强
生殖健康的技术服务
和教育服务，比如对优

生优育的知识普及，特
别是对青少年进行正
确的性与生殖健康教
育，同时引导青少年树
立正确的婚育观念、恋
爱观念、家庭观念。除
了这些知识教育以外，
还应加强婚前健康检
查、孕期健康检查、产
妇产后保健服务以及
对新生儿的关怀和服
务，以及生育保险、生
育休假、个人所得税减
税、廉租房建设与租房
市场规范、性别平等一
系列方面的权益维护
和服务。还有很重要的
方面是，对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的正确应用，阻
止对其的非法使用。

“一老”，则是加强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这
既包括了老年健康服
务体系，也包括了居
家、社区、机构以及医
养康养相结合的体系
构建，同时还包括了对
整个社会的适老化环
境、适老化政策体系的
建设，构建多层次、多
支柱的养老社会保障
体系。开发老年人力资
源和人力资本，落实渐
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促进老年人的社会
经济参与和非正式参
与，做到老有所依，老
有所养，老有所用。

最后，加强社会环
境、舆论环境和文化环
境建设。既要体现对新
生儿、青少年的关怀关
爱，同时也要让中青年
能够在生育面前得到
社会和家庭的关怀和
安全的服务，以及老年
人能够享受到养老敬
老爱老环境，塑造一个
全新的全生命周期关
爱的社会环境。

总之，三孩生育政
策是重要举措，但一定
要避免“一放了之”，构
建起与它相配套的一
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政
策是重点，落实与它相
配套的一系列经济社
会发展政策是关键，只
有这样才能让三孩生
育政策的效果释放得
更好。

作者 原新（南开
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
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
人口学会副会长）

5月3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
控和疫苗接种有关情况。中国疾
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介绍说，最
近在广州、深圳发生的本土疫
情，都是由境外病毒输入引起，
深圳疫情是由最早在英国发现
的变异病毒所导致的，广州疫情
则是由最早在印度所发现的变
异病毒所引起的，这两个病毒的
传播能力都比以前有所增强。

冯子健指出，端午小长假很
快就要到来，目前的建议和以往
相关的假期假日活动所给出的
建议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个
人要做好预防，个人预防措施包
括在公共场所戴口罩，注意个人
的手卫生，注意呼吸道礼仪。

冯子健指出，近期，一些地
方出现本土的感染和传播病例，
说明目前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需要继续按照常态化防
控的要求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时
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不能因
为国内有一段时间没有发生本
土病例就麻痹大意。现阶段我国

疫苗接种工作在快速推进，但是
离建立完善的人群免疫还有相
当大的距离。所以要继续做好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各项防
控工作，确保这些措施都能得到
有效的落实。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副总裁张云涛指出，国药集团已
经做好了应对突发重大变异研
发新型疫苗的准备，可以迅速地
开发出针对变异株的疫苗，变异
株疫苗也可以跟现有的疫苗相
互续冠来进行使用，另外也可以
拿开发出的变异株疫苗和现有
的疫苗作为多联多价疫苗进行
注射来防治。

张云涛还介绍，从去年到今年
的疫苗审评审批过程中，国药集团
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监管和审评审
批的机制，疫苗的整体工艺开发、
质量标准等都已经流程化。所以，
国药集团关于疫苗的开发也会非
常及时，也能满足在病毒变异情况
下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雨程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深圳和广州本土疫情
由两种境外输入的变异病毒引起
国药集团：可以迅速开发出针对变异株的疫苗

针对美国等少数国家近期
再次炒作新冠肺炎疫情起源

“实验室泄漏论”一事，外交部
发言人汪文斌5月31日说，中方
敦促美国等少数国家立即停止
政治化做法，不要为了不可告
人的政治目的而蓄意破坏病毒
溯源研究合作。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近期，美国、英国相关人士又开
始炒作新冠肺炎疫情起源“实验室
泄漏论”。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
执行主任瑞安28日表示，疫情溯
源过程正被政治毒化，希望所有
人将溯源这一科学问题与政治区
分开。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中方始终认为，病
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应被政
治化。“遗憾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我
们不断看到把疫情污名化、将病毒
标签化的言行，不断看到借溯源对
特定国家甩锅、推责的言行，不断看
到对世卫组织专家溯源研究进行无

端指责，甚至动用情报人员而不是
科学家主导病毒溯源的言行。”

汪文斌说，美国这些将溯源政
治化的行为已经严重干扰和破坏
国际溯源研究合作，为各国抗击疫
情、挽救生命制造困难和障碍。

他说，中方主张，溯源应当依
赖科学家而不是情报人员，应当走
团结合作之道而不是鼓吹对抗、挑
动分裂，更不能按照个别国家的旨
意行事。

汪文斌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开
放、透明、合作的态度，已两次邀请
世卫组织专家来华进行溯源研究
合作。溯源工作涉及全球多国多
地，中方呼吁其他国家，也能像中
方一样邀请世卫专家去开展溯源
研究，认真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我们敦促美国等少数国家
立即停止政治化做法，不要为
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蓄意
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汪文
斌说。 据新华社

外交部：
敦促少数国家不要为政治目的

破坏病毒溯源研究合作

专家认为配套三孩
政策要做好五件事

三孩政策来了
会迎来新的生育潮吗？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很大可能不会

据新华社报道，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
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
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从2011年11月起，中国各地开始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
到2013年12月，中国开始了单独二孩政策时代；再到2015年10
月，全面二孩政策也最终推开。

为何要在现阶段进一步放开三孩政策？背后具备了哪些现实
条件和综合考量？5月31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就此独家对话了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

为何要放开
生育率、出生人口连年走低

“在现阶段放开三孩政策，首要考量的因素，是我国生育率持续低
迷，少年儿童占比仍处在较低水平。”陆杰华说。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
1200万，比2019年的出生人口1465万减少265万人，下降18%。而实际
上，我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以来已经“四连降”。

同时连年下降的还有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指标。根据调查数据，
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一对夫妇所生育的孩子数量）
数据为1.3。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此前曾撰文表
示：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1.5的警戒线，人
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在2018年和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
为1.495和1.47。5月11日，在国新办举行的七普数据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统计局回复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提问时曾表示，2020年我国育
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
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

从儿童占比来看，陆杰华指出，受二孩政策影响，我国0-14岁儿童
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17.95%，较2010年上升1.35个百分点。但从整个人
口结构来看，这一数据仍占比不足，我国人口结构问题依旧突出。

基于以上现实考量，陆杰华认为，由于我国生育率和出生人口已
经连年走低，尽管二孩政策和优生优育政策让儿童占比有所回升，但
这一力度仍旧不足，因此进一步放开三孩已是势在必行之举。

法 律 要 先
行。各个层面的
法律法规必须做
出相应的修正。

构建生育
安全和生育关
怀的公共政策
体系，要做到生
得起、养得起。

加强生殖健康的技术
服务和教育服务，引导青
少年树立正确的婚育观
念、恋爱观念、家庭观念。
还应加强生育保险、生育
休假、个人所得税减税、廉
租房建设与租房市场规
范、性别平等一系列方面
的权益维护和服务。

加强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
促进老年人的
社会经济参与
和非正式参与。

加强社会环
境、舆论环境和
文化环境建设。
塑造一个全新的
全生命周期关爱
的社会环境。

配套三孩政策

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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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

应尽快落地
否则将错过人口发展转型期的好时机

在陆杰华看来，当下让三孩政策尽快落地，一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生育率的回升，缓解人口结构问题，使得儿童占比有一定提升；另
一方面，从社会长远来看，还将有助于我国抵抗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
来，并让我国的人口红利持续更长时间。

“一方面是我国老龄化问题已经较为突出，另一方面是我国劳动力
数量占比下降趋势明显。”陆杰华分析指出，以上两大人口结构问题在
当下均较为突出，因此如果三孩政策不及时落地，那么将错过人口发展
转型期里的好时机。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人口年龄构成来看，我国15-59岁人口为
89438万人，占63.35%；较2010年下降6.79个百分点。与劳动力人口占比下
降相对应的，是老龄人口占比的提升。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与
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则上升5.44个百分点。因此，陆杰华表
示，老龄化问题也是接下来我国人口结构将面临的一大难题，如果缺乏及
时的劳动力和新增人口补充，人口负增长问题会加速到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指出，我国人口总量庞大，近年来人口老龄
化程度加深。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
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新的生育潮？
很大可能不会出现

在三孩政策落地之后，我国是否能开启新一轮生育高峰？陆杰华对此表
示：“按照我们的预估，三孩政策实施后很大可能不会引发一次新的生育潮。”

实际上，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陆杰华表示，尽管出生人口有一定
幅度回升，但实际并未迎来此前预估的生育高峰和二孩堆积现象。同样，
放开三孩也很难出现新的生育大潮。

“从生育主体的意愿来看，目前放开生育的重心仍是家庭二孩。但由
于二孩尚未迎来预期生育高峰，因此要在二孩基础上再生三孩的意愿或
许并不会太强烈。”陆杰华分析指出，无论是从生育三孩的基数、体量、规
模占比来看，还是生育三孩可能的预期来看，出现生育新高峰和三孩堆
积的概率并不高。

那么，是什么限制了年轻人的生育欲望？陆杰华分析指出，最大原因
在于当前的生育成本过高。除了生育成本外，陆杰华表示，目前作为生育主
体的80后、90后，受新思想的影响，生育观念也有所变化。“年轻人的人生目
标开始趋于多元化，生育已经不再是人生必选项。”因此，陆杰华认为，传统
婚恋和生育观念的转变，也是限制当下适龄人口生育的一大重要因素。

“而从整个社会来看，我们过去人口越少越好的观念还没有彻底改
变，这也是限制人口增长的一大问题。”陆杰华告诉记者，过去我们认为庞
大的人口数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负担，但实际上，我们如今面对的人口
结构失衡问题，要比人口数量的问题更严重。因此，不彻底扭转这一观念，
生育潮的到来仍将是一大难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吴阳

2021年法考将于6月10日起报名

司法部5月31日发布2021年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
告，明确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
间为6月10日至6月24日，考试时
间为9月11日、12日；主观题考试
时间为10月17日。

公告明确，2021年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报名条件、考试方式和
相关政策总体保持稳定。报名人
员应如实、准确填报学籍（考籍）
取得时间、专业学历学位、户籍地
等信息，并对报名信息作出真实
有效承诺。报名人员填报虚假信
息或以其他方式骗取报名的，司
法行政机关将按照《国家统一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
法》等规定进行处理。

根据公告，2021年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继续实行计算

机化考试，客观题考试实行分批
次、闭卷考试方式；主观题考试
实行计算机化考试。应试人员因
身体、年龄等原因使用计算机考
试确有困难的，可在报名参加主
观题考试时申请使用纸笔答题
方式。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试
卷的，主观题考试实行纸笔答题
方式。

各地报名具体事项由报名地
司法行政机关在报名前向社会发
布公告。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的其他事宜，应试人
员可登录司法部网站查询考试公
告或向报名地司法行政机关咨
询。应试人员参加考试，应当遵守
考区所在地有关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规定，自觉配合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