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图为 5
月3日，“南
海 救 118”
轮在西沙附
近海域进行
航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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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5月6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考察并主持召开就业工
作座谈会。

李克强来到就业促进司， 详细了解就
业市场情况和最新就业信息。 相关负责人
介绍，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主要就业指
标保持在合理区间。李克强说，就业直接关
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及时掌握完整准确
的就业数据至关重要。 稳增长很大程度上
就是保就业，就业稳定收入就会增长，民生
就会逐步改善。 要紧紧盯住就业形势新变
化，加强对苗头性问题的分析研判，为宏观
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有关司局工作人员正在就农民工就业
形势进行会商，李克强与他们交流，仔细了
解当前农民工就业遇到的主要问题、 相关
政策落实情况。他说，农民工是庞大而特殊
的就业群体， 就业状况受经济形势变化影

响最直接。 要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工就业渠
道，这不仅能增加他们的收入，也有利于推
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座谈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
部主要负责人作了汇报， 前程无忧网负责
人发了言。李克强说，近三年在经济增速放
缓形势下，就业不降反增，每年新增城镇就
业1300多万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
亮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系统广大
干部职工作出了重要贡献， 相关促进就业
的社会中介组织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前
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稳增长更是要着
眼于保就业、增收入、惠民生，针对我国经
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就业
领域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 要牢牢
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放松， 努力推动
发展转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资源和创新上
来，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以稳定增长
守住就业基本盘， 以调整结构拓展就业新

空间，以深化改革激发就业潜力与活力，形
成促进扩大就业的综合效应和持续动力。

李克强强调，稳定就业必须突出重点。
今年高校毕业生有765万人， 创历史新高，
加上中职毕业生，人数达1200多万，还有
其他一些重点保障对象， 要把促进他们就
业放在突出位置。 我们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必须实现就业转型， 现在很多传统产业扩
大就业受限，要着力发展新经济，通过催生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加快
成长， 创造更多适合高素质年轻群体的就
业岗位。 要落实和完善大学生就业促进计
划和创业引领计划， 通过持续推进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创造良好的
就业创业环境，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多发挥社
会力量作用，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民
营经济和小微企业，运用“互联网+就业”新
模式，在更广阔领域实现就业供需对接。要

积极促进农民工就业，加强就业指导、职业
介绍、权益保护等服务。加大对贫困家庭农
民工的就业扶持。 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外出
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带动更多就业。要落实
好复转军人就业相关政策， 确保他们得到
妥善安置。

李克强说， 促进就业创业还要织密织
牢社会保障安全网，兜住底线。要确保养老
金按时足额发放，发挥好失业保险、大病保
险的“稳定器”作用，解除居民干事创业的
后顾之忧。 在今年加大淘汰落后产能过程
中，要努力使富余员工通过企业内部挖潜、
开展“双创”、政府专项资金扶持等措施，实
现转岗就业，对一时难以就业的，要通过职
业培训、 托底保障等方式， 增强他们的信
心，保证基本生活。要帮助经济困难地区解
决就业问题，防止出现较大范围失业风险。
更多关注就业特殊困难群体， 确保有就业
能力的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 � � �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洪磊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有
关建设活动将大幅提升南沙岛礁的生态
环境保护能力， 有关做法经得起时间的
考验。

据报道， 美国专家近日在美国智库
举行的讨论会上说， 南海的珊瑚礁正在
遭到大面积破坏， 中国大力围海造岛是
主要原因之一。 菲律宾方面也声称中国
在美济礁等岛礁的建设破坏海洋生态环
境。

洪磊对此表示， 南沙群岛是中国领
土。作为南沙群岛的主人，中国比其他任
何国家、 任何机构和任何人都更关心相
关岛礁和海域的生态环境保护。

洪磊说，中方有关活动坚持“绿色工
程、生态岛礁”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经过
深入研究、严谨论证，采取了全程动态保
护措施， 使工程与生态环境保护两者兼
顾，实现南沙岛礁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讲，
与其他方面不同， 中方岛礁扩建工作采
用“自然仿真”思路，模拟海洋中暴风浪吹
移，搬运珊瑚砂砾等生物碎屑，逐渐进化
为海上绿洲的自然过程， 其对珊瑚礁生
态环境体系的影响是有限的。

� � � �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外交部边海
司司长欧阳玉靖6日在中外媒体吹风会
上，阐述了中方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不接
受、不参与的理由。

欧阳玉靖说， 南海问题的核心是菲律
宾等国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
所引起的领土问题以及随着新的海洋法制
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的海洋划界问题。

2013年1月， 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并
执意推进南海仲裁案，中方对此坚持不接
受、不参与的立场。对此，欧阳玉靖解释
道，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其一，在中国和菲律宾双边层面，双方
在此前签署的联合公报、 联合声明中已经
达成协议， 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解决两国

争议。
其二，2002年，中国与包括菲律宾在

内的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第四条规定，有关争议由直接相关当
事国之间通过谈判协商解决。

其三，2006年，中国依据《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第298条有关规定，就涉及海
洋划界、军事行动、行政执法等问题作出
了排除性声明。据此，涉及海洋划界问题，
中国不接受公约有关的强制争端解决程
序。

欧阳玉靖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
涉及领土主权问题，海洋划界问题中国也
已经作出排除性声明。因此，不接受、不参
与仲裁，完全符合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

法规定。仲裁案一开始就是非法的，无论
仲裁案结果如何， 中国都不会接受和承
认。

欧阳玉靖表示，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是
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道具，菲律宾企图据
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
益，为自己非法侵占中国南海的部分岛礁
的行为张目，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

“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
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根据国际
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领土和海洋权的重
叠争议。”欧阳玉靖说。

欧阳玉靖举例说， 自20世纪60年代
以来， 中国已经通过谈判协商与14个陆
地邻国中的12个解决了边界问题， 划定

边界20000公里，占中国整个陆地边界总
长度22000公里的90%。此外，中国和越
南通过谈判协商划定两国在北部湾的海
上边界。

“这些都是中国双边谈判协商取得的
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
策以及践行国际法、维护国际法的最好例
证。”欧阳玉靖说。

欧阳玉靖强调，仲裁裁决不会改变中
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
历史和现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
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通过
直接谈判解决有关争议、与本地区国家共
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的政策和立场。

李克强考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并主持召开就业工作座谈会强调

针对“岛礁建设破坏南海环境”质疑，外交部回应：

秉持生态保护理念 采用“自然仿真”思路

中方阐述不接受不参与菲南海仲裁案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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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医保
财政补助再提高40元
今年起每人每年420元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6日发布消息称， 人社部、 财政部近日下发通知称，
2016年各级财政对居民医保的补助标准在2015年的
基础上提高40元，达到每人每年420元。

人社部、财政部关于做好2016年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工作的通知称， 中央财政对120元基数部分按
原有比例补助，对增加的300元按照西部地区80%、中
部地区60%的比例补助， 对东部地区各省份分别按一
定比例补助。 居民个人缴费在2015年人均不低于120
元的基础上提高30元，达到人均不低于150元。各地要
按规定及时拨付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要加大
对困难地区的倾斜力度，完善地方各级财政分担办法，
确保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在今年9月底前全部到位。

通知称，要稳定居民医保住院保障水平，将住院费用
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保持在75%左右。同时，结合分级诊
疗的施行，合理确定门诊保障水平。

我国建立人体捐献器官
转运绿色通道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多部
门6日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
道的通知》，希望通过建立绿色通道，确保捐献人体器
官转运流程的通畅，将因器官转运环节对器官移植患
者的质量安全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通知明确，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协
调机制， 设立器官转运绿色通道24小时应急电话，各
部门通力合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制定人体捐献
器官运输技术规范与标准，统一移植中心器官接收确
认文件。公安部门负责依法保障运送人体捐献器官的
救护车优先通行。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保障便捷、快速通
过收费公路收费站。民航部门负责保障运送人体捐献
器官的人员优先安检、快速登机，协调承运人体捐献器
官的航班班次，遇拥堵或流量控制时优先放行。铁路部
门负责保障火车站安检快速过检、 乘车， 协调列车车
次，必要时登车后补票。

� � � � 5月6日6时06分，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雌
性大熊猫“爱浜”成功诞下了一只健康的熊猫宝宝，这
是2016年全球诞生的首只圈养大熊猫宝宝。熊猫宝宝
体重145克，雄性，目前母子各项体征良好。 新华社发

深化改革激发就业潜力活力
中共中央电贺
朝鲜劳动党七大召开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5月6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致电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祝贺大会召
开。电文摘要如下：

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是朝鲜党和人民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将对朝鲜劳动党和朝鲜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祝愿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
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中朝友谊由双方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
育，有着光荣的历史传统，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中国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关系，愿同朝方共同努力，把中朝
关系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维
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中
朝友谊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