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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高蕾

养老，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中度老

龄化社会。到 2025 年，我国 60 岁以上
老年人口将突破 3 亿。

立足新发展阶段，“十四五”规划纲
要以满足亿万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为
中心，提出一系列发展目标和措施。目
标如何实现？措施如何落实？记者近
日专访了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
邦华。

如何养老：答案不止一个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是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关键举措。“十四五”规划纲要提
出了“整合利用存量资源发展社区嵌入
式养老”“积极发展农村互助幸福院等
互助性养老”等多项具体措施。

“‘十四五’时期，民政部将把城镇
中的闲置社会资源，经过一定程序整合
改造成社区养老设施，同时配合有关部
门将新建或改造建设养老等公共服务
设施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李邦

华介绍，依托养老服务设施，还将在街
道、社区范围内大力发展综合性养老服
务机构，将养老服务延伸到家庭和社区。

针对互助性养老，李邦华表示，民
政部将根据地方实际需求，推动农村幸
福院、养老大院等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给予相应补贴，
推进“时间银行”试点，探索互助性养老
的更多新形式。

“2022 年底前，确保每个县至少建
有一所以失能照护为主的县级敬老院，
优先满足失能特困人员的照护需求。”
李邦华说，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
的“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
55%”要求，民政部将在相关政策中进
一步明确目标，同时对现有养老床位进
行改造升级。

最大需求：适老化改造迫在眉睫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调查显示，

我国九成以上的老人倾向于居家养老。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身体能力逐

渐衰弱，对居住环境的安全性、便利性
要求也不断提高，居家适老化改造迫在
眉睫。

“‘十四五’时期，民政部计划支持
200 万户特殊困难家庭适老化改造。”
李邦华介绍，民政部还将引导有条件的
地方将改造对象扩大到其他有需要的
老年人家庭，不断提升老年人居家养老
的安全性、便利性和舒适性。

李邦华介绍，居家适老化改造将采
取施工改造、设施配备、老年用品配置
等方式，着力改善老年人的居家生活和
照护条件。

针对“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推
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要求，李邦华
表示，民政部将配合有关部门，以满足
老年人社区养老、日常出行等需求为目
标，大力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

权益保障：更多关注特殊困难群体
“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强化老年人权

益保障提出明确要求，特殊困难老年人
群体正是老年人权益保障的重要对象。

“近年来，各地普遍建立了老年人
福利津补贴制度，基本实现省级全覆
盖。”李邦华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已有 3000 多万老年人
享受了不同类型的福利津补贴。

他表示，“十四五”时期民政部门还
将从三方面入手完善老年人福利津补
贴制度。一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老
年人福利津补贴提标扩面。二是推进
对象精准化，更加聚焦经济困难的失
能、高龄老年人。三是提升规范化、便
捷性，解决智能化技术应用给老年人福
利津补贴申领带来的困难。

特殊困难失能留守老年人探访关
爱服务方面，李邦华表示，民政部将在
农村留守老年人探访关爱制度基础上，
进一步建立城乡一体的特殊困难失能
留守老年人探访关爱制度，将探访关爱
工作从农村拓展到城市，从留守老年人
拓展到城乡特殊困难老年人。

“民政部将指导各地通过日常巡访
掌握老年人基本情况，发现重大风险隐
患时，第一时间向巡访对象的赡养人

（扶养人）通报，必要时协助其向有关方
面申请紧急救援，防止冲击社会道德底
线的事件发生。”李邦华说，民政部还将
逐步建立全国探访关爱基础数据库，为
精准帮扶、精准关爱提供数据支撑。

（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电）

未来五年，“老有所养”将有更多答案
□新华社记者 刘夏村

一 种“ 新 ”钱 ，正 与 我 们 渐 行 渐
近——近期公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
明确指出，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

数字货币会替代纸币吗？我国数
字货币前景如何？能给我们生活带来
哪些便利？围绕各方关切，此间举行
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 年会经济
峰会上，多位国内外财经大咖进行了
详细解读。

解读一：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工
作正稳步推进

继深圳、苏州、北京等地之后，近
期不少成都市民也领到了“数字人民
币红包”，数字人民币逐渐走进更多人
的视野。

“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工作
正在稳步推进。”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
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在经济峰会说。

所谓数字人民币，就是由中国人
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
与纸钞硬币等价。

以线上方式出席经济峰会的美国
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迈伦·斯科尔斯说：“虽然有超过
60 个国家正在试验国家数字货币，但
是中国的数字货币电子支付计划是最
先进的央行数字货币计划”。

“中国已经是全球数字货币发展
的领导者之一，你们成功的试点和合
作开放的模式已经充分证明了数字货
币的无限可能，尤其是它对金融普惠
性的积极影响。”贝宝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丹尼尔·舒尔曼如是说。

解读二：数字人民币对用户隐私
的保护在现行支付工具中等级最高

对于数字人民币，有人担心央行
掌握用户交易信息，侵犯用户隐私，也
有人认为匿名特性将导致数字人民币
成为犯罪工具。

那么，真相又是如何呢？

“数字人民币对用户隐私的保护，
在现行支付工具中是等级最高的。”穆长
春说，目前的支付工具，无论是银行卡还
是微信、支付宝，都是与银行账户体系绑
定的，银行开户是实名制，无法满足匿名
诉求。“数字人民币与银行账户松耦合，
可以在技术上实现小额匿名。”

同时，他也表示，“可控匿名”作为
数字人民币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方面
保障公众合理的匿名交易和个人信息
保护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防控和打
击洗钱、恐怖融资、逃税等违法犯罪行
为，维护金融安全的客观需要。

“数字人民币如果匿名程度过高，
也可能被犯罪分子盯上，变成黄赌毒
等非法交易的工具。数字人民币采取

‘小额匿名、大额可溯’的设计，也是希
望让老百姓安心，如果发生利用数字
人民币的电信诈骗，能够帮助老百姓
把钱追回来。”穆长春如是说。

解读三：央行数字货币可能成为
全球现象

你也许会问，除了能少担心老爸
老妈遭受电信诈骗损失，数字货币还
能给我们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迈伦·斯科尔斯认为，人民币数字
货币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
力，促进跨境结算的效率。同时，金融
和商业领域的创新将加速，因为数字
货币将使所有金融交易中的交易速度
变得更快，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和更灵
活的实施将变成可能。

“使用数字货币不再是一个问题，
而是时机，全球疫情危机导致世界各
地的消费者养成新的习惯，他们正在
放弃现金，而企业也在作出回应。”丹
尼尔·舒尔曼说，数字货币的发展最终
有助于改善全球民众、家庭和企业的
财务健康。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里埃尔·鲁
比尼也认为，现在中国、欧元区等都在
进行数字货币的转型，这是一种国际
潮流。 （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电）

纸币会消失吗？
——财经大咖详解数字货币如何走进我们生活

□新华社记者 宋晨 王明玉

3 月 21 日是第 21 个世界睡眠日。
中国睡眠研究会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
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全中国超 3 亿
人有睡眠障碍⋯⋯你是否偶尔也透支

过自己的“睡眠银行”？
失眠的原因多种多样，但长期熬夜

大概率会有损健康。人生是一场长跑，
睡眠为你提供不竭的动力。

学业太重？告诉孩子，功夫在日
常，提高效率比疲劳战术更重要。工作
太多？提醒自己，要摆脱熬夜奋战的

“恶性循环”。追剧打游戏不能自拔？
放下手机电脑，改掉坏习惯后能发现更
好的自己。因病长期失眠？勇敢向专
业机构和专业人士求助。

睡个好觉，你我才能动力十足、身
心健康。你我他的身心健康，也是家庭
和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

回顾历年睡眠日的主题，从“让孩子
多睡一小时”到“美好睡眠，放飞梦想”，再
到如今的“健康睡眠，平安出行”，折射的是
对个人幸福、全民健康、长远发展的呼唤。

来，让我们一起改变吧——拒绝透
支，守护健康！

（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电）

世界睡眠日，让我们一起“躺赢”！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陈席元

“截至 3 月 20 日 24 时，全国累计报
告接种 7495.6 万剂次。”国家卫健委新
闻发言人米锋 21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内疫情防控
总体保持良好态势，但是仍要更精准、
更有效地进行防控，确保不出现规模性
反弹。

不同品牌疫苗能否叠加接种？老
年人、孕妇适宜接种吗？接种后能否摘
掉口罩？21 日，多部门回应涉及新冠疫
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焦点话题。

不同品牌疫苗是否可以叠加接种？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

青华表示，关于不同企业生产的疫苗是
否可以叠加或替代接种的问题，仍需要
更多研究。并将在研究结果出来以后，
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明确的政策措施。

他说，目前国内附条件上市的 4 款
疫苗都经过政府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是
安全、有效的。公众可以按照所在省区
市的统一安排尽快接种疫苗。

60 岁以上老人是否可以接种疫
苗？

“部分地区在充分评估后，已经开

始为 60 岁以上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老人
开展接种新冠疫苗。”贺青华回答，目
前，疫苗研发单位也在加快推进研发，
在临床试验取得足够安全性、有效性数
据以后，将大规模开展 60 岁以上老年
人群的疫苗接种。

哪些人群不适宜接种疫苗？
贺青华介绍，目前附条件上市的 4

款疫苗在说明书中对接种禁忌有明确
界定，不建议对疫苗所含成分过敏、血
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患有癫痫或
其他神经系统疾病、有格林巴利综合征
病史的人接种新冠疫苗。

他提示，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妇女也
不宜接种新冠疫苗。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王华庆说，在接种后如果发现怀孕，基
于目前新冠疫苗的特性和以往使用疫
苗的经验，不建议采取特别的医学措
施，例如终止妊娠，他建议这部分人群
要做好孕期随访和定期检查。

接种疫苗后能否摘掉口罩？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表示，

由于当前全球新冠疫情仍在持续流行，
国内疫苗接种率较低，来自高流行地区
的人员或物品入境，仍有在境内传播的
风险。

他提示，在我国人群疫苗接种达到
较高免疫水平之前，无论是否接种疫
苗，在人群聚集的室内或封闭场所，公
众仍然需要继续佩戴口罩，做好个人卫
生习惯，并遵循各地具体的防控措施要
求。

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有哪些？
“目前监测到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

局部和全身反应。”王华庆介绍，局部的
不良反应包括如疼痛、红肿、硬结的情况，
这些无须处理，会自行痊愈，全身的不良
反应包括如头痛、乏力、低热的情况。

他介绍，当前接到的不良反应报告
为疑似不良反应，也就是说，属于怀疑
和疫苗有关的反应。后续，将继续开展
较为严重的不良反应调查，通过补充调
查、了解接种史、疾病情况等，再由专家
组做出诊断。

“不管是从临床试验研究的结果，
还是紧急使用的研究结果、上市后监测
的结果来看，新冠疫苗的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和既往已用的上市疫苗同类品种
相比，结果类似，没有出现异常情况。”
王华庆说。

接种疫苗后还会感染吗？
“总的来说，疫苗的作用是让大多

数人产生保护力，建立免疫屏障，其预

防重症的效果更明显。”王华庆说，从国
外目前已用的疫苗上市评估结果来看，
打完疫苗之后，确实有一小部分人出现
保护失败。他表示，将对失败的个别案
例进行研究和调查。

疫苗生产保障情况如何？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毛俊

锋介绍，目前有 5 款疫苗获批了附条件
上市或者是获准了紧急使用，包括 3 款
灭活疫苗，1 款腺病毒载体疫苗，还有 1
款重组蛋白疫苗。

他表示，按照现有的生产安排来
看，全年的疫苗产量完全可以满足全国
人民的接种需求。

现阶段出行政策是什么？
“2021 年春运已安全结束。”米锋

说，当前，国内低风险地区持健康通行
“绿码”，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
前提下可有序出行，各地不得擅自加
码。

他表示，在连续 31 天无本土新增
确诊病例后，3 月 18 日陕西省报告新增
1 例本土确诊病例。这提示，仍然要始
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对新增散发
病例，要发现一起、扑灭一起，确保不出
现规模性反弹。

（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电）

不同品牌疫苗能否叠加？哪些人不适宜接种？接种后能否摘掉口罩？
——关于新冠疫苗的最新问答看这里

新华社昆明 3 月 21 日电 （记者
林碧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
计院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科研人员在珠
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一处
大面积的珍稀濒危植物密叶红豆杉种
群。这是时隔 40 多年，我国发现的第
二处密叶红豆杉种群。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
计院高级工程师赵明旭介绍，在我国开

展的首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中，科研人员于 1975 年在西藏自治区
吉隆县首次发现密叶红豆杉种群。

为进一步摸清密叶红豆杉在珠穆朗
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分布情况并制
定相应保护策略，受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委托，2019 年至 2020
年，赵明旭带领科研团队对该保护区内密
叶红豆杉潜在分布区进行了两次调查。

最终，赵明旭团队在西藏自治区定日
县绒辖沟内发现了我国第二处大面积密
叶红豆杉种群。调查结果显示，该种群分
布区面积达7500余亩，个体数量达3000
株以上。绒辖沟也是时隔40多年后，我国
再度发现的一个密叶红豆杉分布区。

据介绍，密叶红豆杉是红豆杉科红豆
杉属的古老孑遗裸子植物，是我国红豆杉
属植物中分布区面积最小、资源蕴藏量最

小的一种红豆杉，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被列入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并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濒危物种。

赵明旭说，此次发现大幅提升了密
叶红豆杉在我国的资源蕴藏量，将为研
究该物种的生物地理学、生物学、群落
生态学特征提供重要支持，也进一步提
升了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生态价值和保护价值。

时隔40多年，我国再度发现珍稀濒危植物密叶红豆杉种群

新华社悉尼 3 月 21 日电 （记者
郝亚琳）由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的

“东方之韵——我眼中的美丽中国”艺
术比赛 21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颁
奖典礼，获奖作品展同日拉开帷幕。

此次比赛从去年 11 月开始，历时
4 个多月，吸引了众多在澳华人艺术家
和普通民众参与，最终收到 450 余件
参赛作品，涵盖书画、摄影、短视频等
多个类型。比赛共评出 80 幅获奖作
品，包括特等奖，一、二、三等奖，优秀
奖，并根据公众在网上投票的结果选
出 3 个最具人气奖。澳大利亚书法家
协会、澳大利亚画院、澳中摄影家交流
协会等多个机构还获得了组织奖。

年逾七旬的在澳华侨龚除创作的

油画《山乡水田似江南》获得了比赛的
特等奖。他告诉记者，来到澳大利亚
30 多年，祖国家乡的山山水水依然让
他魂牵梦绕，他想把祖国山村最新的
发展和美景用自己的画笔展现出来。

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肖夏勇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比赛旨在
邀请大家拿起镜头和画笔，在光影中
和纸页上展现心中美丽的中国。众多
参赛者们用心创作的优秀作品，传递
出真挚热切的人文情怀和珍贵淳朴的
记忆，增进了中澳人民之间的理解和
友谊。

从 21 日开始，获奖作品中的 40 余
件将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一直展出到
4 月上旬。

“我眼中的美丽中国”艺术比赛
在澳大利亚颁奖

新华社吉隆坡 3 月 21 日电 （记
者 林昊 郁玮）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希
沙姆丁 21 日发表声明说，马方当天已
经驱逐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所有
外交人员。

希沙姆丁表示，马方根据《维也纳
外交关系公约》驱逐朝方外交人员，是
为了回应朝方 19 日单方面断绝与马来
西亚外交关系而不得不采取的举措，旨
在维护马来西亚的国家主权和利益。

新华社记者 21 日在朝鲜驻马来西
亚大使馆外看到，大使馆院内旗杆上已
经看不到朝鲜国旗，大门外墙上的朝鲜
大使馆牌匾也被移除。馆内人员当地
时间 11 时许乘车离开使馆，前往机场
搭乘当天下午的航班离开马来西亚。
朝方人员离开后，马来西亚警方在使馆

门外拉上印有“禁止跨越”的警戒线。
据朝中社 19 日报道，朝鲜外务省

当天发表声明说，因马来西亚日前决
定将一名朝鲜公民强行引渡到美国，
朝鲜决定中断与马来西亚的外交关
系。声明说，这名朝鲜公民多年来一
直从事合法的外贸活动，马方称其从
事某种与“非法洗钱”相关的活动是一
种荒谬的捏造和诡计。

马来西亚外交部 19 日发表声明
回应说，朝鲜的断交决定是“不友好和
没 有 建 设 性 的 ”，马 方 对 此“ 深 感 遗
憾”。迫于朝方决定，马来西亚将关闭
驻平壤的马来西亚大使馆，并要求驻
吉隆坡的朝鲜大使馆所有外交人员及
其家属自 19 日起 48 小时内离开马来
西亚。

马来西亚外长说已驱逐朝鲜驻马外交人员

3 月 21 日，游客在贵
州百里杜鹃管理区普底景
区观花赏景。近日，位于
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
理区的 120 多平方公里原
始杜鹃林陆续开花，姹紫
嫣红的杜鹃花海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观花赏景。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百里杜鹃
花开成海

3 月 20 日，民众在美国纽约集会，抗议针对亚裔的歧视行为和仇恨犯罪。美
国亚特兰大地区 3 月 16 日发生 3 起枪击案，造成包括 6 名亚裔女性在内的 8 人死
亡。纽约民众 19 日举行集会和游行，抗议美国不断发生的针对亚裔的歧视行为
和仇恨犯罪。 新华社发

纽约民众抗议针对亚裔的歧视行为和仇恨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