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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来自陕西省统计
局的2018年人口变动调查结果
显示，我省常住人口呈现规模进
一步扩大，人口持续向关中聚
集，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老
龄化程度加深等特征。2018年
末，全省常住人口3864.4万人，
比上年净增 28.96 万人，增长
0.76％，增量为近年最高。其
中 ，男 性 1994.42 万 人 ，占
51.61%；女性 1869.98万人，占
48.39%。常住人口总量占全国
2.77%，居全国第 16位、中部地
区第4位，与上年持平。

人口向关中聚集
趋势明显

近几年人口流动加快，向关
中（主要是西安）聚集的趋势持
续强化，关中人口占比持续上

升，陕南、陕北则持续下降。
2018年我省三大区域中，关中地
区常住人口占 63.35%，比上年
上升 0.26个百分点，较 2010年
提高 0.66 个百分点；陕南占
21.96%，比上年下降0.18个百分
点，较 2010年下降 0.51个百分
点；陕北占14.69%，比上年下降
0.08个百分点，较 2010年下降
0.15个百分点。

2018年省会西安市常住人
口增加38.7万人。根据西安市
户籍新政落户情况统计，2018年
西安市新落户人口中，关中其他
市落户人数占省内落户人数的
60%以上。

出生人口略减
二孩占比过半

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41.08

万人，比上年减少1.4万人。“全
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2016-
2017年全省出生人口快速提高，
每年 40万以上。2018年“全面
两孩”政策的边际效应开始递
减。2018年生育旺盛期妇女
（20-35岁）占育龄妇女（15-49
岁）比重为 45.9%，比上年下降
7.1个百分点。另外，较高的育
儿成本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

尽管2018年全省出生人口
有所下降，但“全面两孩”政策依
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010-2015
年全省出生人口由36.34万人增
长到 38.22 万人，2016、2017、
2018 年分别达到 40.46 万人、
42.48万人、41.08万人，全省出
生人口依然较大。二孩仍是全
省出生人口的主体。从出生婴
儿的孩次看，2018年，第一孩占

比为 44.54%，比 2017 年降低
2.87 个百分点；第二孩占比
51.76%，比 2017年升高 1.72个
百分点。

城镇化水平提高
老龄化程度加深

2018年末，全省城镇常住
人口达到2246.38万人，比上年
末增加 68.23 万人，城镇化率
58.13%，比上年提高 1.34个百
分点，增幅高于全国 0.28个百
分点。

从年龄结构看，2018年全
省 60岁及以上人口 674.77万
人，比上年增加29.92万人，占常
住人口17.46%，比上年提高0.65
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延续
了两头增加、中间减少的整体趋
势。 本报记者 张维

据新华社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
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进一步推动网络提速降费，发挥扩内
需稳就业惠民生多重效应；确定发挥企
业主体作用提高创新能力的措施，推进
产业提质升级。

会议确定，一是把加快网络升级扩
容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着力点。
今年实现光纤到户接入端口占比超过
90%，在300个以上城市部署千兆宽带
接入网络；二是突出增强工业互联网、教
育、医疗等重点领域的网络能力，加大有
效投资力度。年内实现全国中小学宽带
网络接入率达到97%，普遍具备百兆接
入能力。推动县级以上医院和医联体专
网全覆盖；三是落实降低资费要求。推
动基础电信企业通过下调资费价格、免
费提速升档等方式，年内实现中小企业
宽带平均资费降低15%；通过实施普惠
制套餐升档降费、大幅降低套餐外流量
单价、针对低收入和老年群体推广“地板
价”资费，多措并举实现移动流量平均资
费降低20%以上；推动内地与港澳地区
间流量“漫游”费降低30%；四是11月底
前在全国全面实施“携号转网”，深入做
好准备工作；五是清理规范套餐设置，年
内再精简目前在售套餐数量15%以上，
推动解决数量多、看不懂、选择难等问
题，让消费者得到更多实惠。

据新华社电最高人民法院于5月
15日下发通知，公布了自2019年5月
15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
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
315.94元。

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
厅下发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办理
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
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315.94元。

按照相关规定，各级人民法院
2019年5月15日起审理国家赔偿案件
时按照上述标准执行；各级人民检察院
5月15日起执行该日赔偿标准。

国家赔偿新标准公布
每日315.94元

我省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2020年每千名老人
拥有床位35张以上

2018年末全省常住人口3864.4万
60岁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17.46%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有效破解城市养
老服务供给不足难题，补齐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短板，推动全省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近日，陕西省民政厅印发《关于推进全
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19－2020年）》，积极打
造“孝润三秦·安养陕西”养老服务品牌。

到2020年，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
施全覆盖，人口在50万以下、50万至100万的县（市、区）打造
1至2个、3至5个“15分钟养老服务圈”，人口在100万以上的
县（市、区）实现养老服务圈全覆盖。农村互助幸福院覆盖80%
的行政村。养老床位数更加合理。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35张
以上。护理型养老床位占比不低于30%。社会力量主体作用
充分发挥。政府运营的养老床位数占当地养老床位总数的比
例应不超过50%。

《方案》提出，主要工作任
务其一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其中，加快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建设。落实按照人均用地
不少于0.1平方米的标准配套
建设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在城
市街道建设一院（社区小型养
老院）、在城市社区建设一中心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在城市

居民小区建设一站（养老服务
站点）的养老服务网络体系。
省民政厅每年资助新建200个
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各地
要按照规划完成建设任务。同
时，大力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力争每个社区至少培育发
展1个养老服务社会示范组织
和1支志愿者队伍。

加强公办养老机构建设，
省民政厅每年资助 20个县级
福利中心（老年公寓）、1个市
级老年养护机构项目建设。到
2020年，全省每个市打造1个
市级养老机构示范项目，每个
县（市、区）建设1所主要为失
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康复护
理服务的社会福利中心（老年
公寓）。

持续加强特困人员供养
服务机构建设和设施改造，确

保每个县（市、区）至少建有 1
个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
构，深度贫困地区护理型床位
达到70%以上。鼓励有条件的
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在
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
前提下，为农村低保、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中的老
年人、残疾人提供低偿或无偿
的集中托养服务。到2020年，
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
养率达到50%以上。

针对农村养老服务存在
服务设施、服务供给不足和
运营难问题，鼓励有条件的
地区推进农村区域性养老服
务中心建设，开展社会化养
老服务。持续加强农村互助
幸福院建设和管理，省民政
厅每年资助新建 2000个农村
互助幸福院，并开展农村互
助幸福院绩效考评，对作用
发挥明显的农村互助幸福院
实施以奖代补。积极配合卫

健部门加快推进医疗机构进
养老机构。到 2020年，90%
的养老机构、60%的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机构能够开展医疗
卫生服务。

《方案》指出，我省将探索
创新养老服务模式，打造关中
综合养老服务区。构建便捷养
老服务圈，2019年底前，西安
市、宝鸡市形成可复制的“15
分钟养老服务圈”经验，向全省
推广。

大力发展老年教育，鼓励
有条件的社会组织、单位、养老
机构创办老年大学或老年学
校，为老年人提供学习场所。

持续开展养老院服务质
量专项行动，出台《陕西省养老
机构星级评定办法和标准》，对
全省养老机构开展星级评定，
推动养老院服务质量整体提
升。到2020年，每个市至少打

造3至5个四星级以上养老机
构。省民政厅持续实施“千人
培训计划”，每年免费培训
1000名养老护理员。各地市
至少选择 1-2家优质培训机
构，设立 1个市级养老护理实
训实习点，采取分级培训模式，
通过民政系统培训和养老机构
培训，每年对辖区内所有护理
员轮训一遍。

放宽准入条件，取消养老
机构设立许可,依法做好养老
机构登记和备案管理。在民政
部门登记的公益性养老机构，
可以依法在其登记管理机关管
辖范围内设立多个不具备法人
资格的服务网点。申请设立从
事养老服务的社区服务类社会
组织，可以直接向县级民政部
门依法申请登记。

协调落实对在社区提供
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行

等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减免、
资金支持、水电气热价格优惠
等扶持政策。有条件的公办养
老机构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
通过公开招投标，以承包、租
赁、联营、合资、合作等方式，实
现市场化运行。2019年，每个
地市确定一个县（区）开展公办
养老机构公建民营试点，到
2020年，全省50%的公办养老
机构实现公建民营。

本报记者王嘉

每年资助新建
200个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2020年每市打造
1个市级养老示范项目

创新养老服务模式
打造关中综合养老服务区

每市至少打造
3至5个四星级以上养老机构

放宽准入条件
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

部署进一步推动
网络提速降费

本报讯（记者张维）岐山县原县委
书记何宏年(正处级)涉嫌贪污、受贿一
案，由陕西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渭南市人
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对
何宏年作出逮捕决定。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陕西检察机关依法
对何宏年决定逮捕

本报讯（记者 李天娇）昨日，西安
市纪委监委发布公告。正告涉黑涉恶
腐败及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认清形势，主动交代问题，争取
从宽处理。

凡是存在参与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或包庇、纵容黑恶犯罪，有案不立、
立案不查、查案不力，为黑恶势力违法
犯罪提供便利条件，帮助黑恶势力逃避
惩处等问题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应
当立即停止一切违纪违法活动。自通
告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内，主动如实向组
织交代本人违纪违法问题的，可以依纪
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理。

西安市纪委监委发布公告

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
限期主动交代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