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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徐博

华晔迪" 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

革将于
!"*+

年年初开始实施! 调薪涉及哪

些企业负责人" 薪酬将如何确定" 薪酬之外

的福利和待遇又将如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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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此番改革提及的中央管理企业

负责人!是指中央企业中由中央管理的负责

人!包括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中!由中央管理

的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党组书记%&总经

理$总裁&行长等%&监事长$监事会主席%以

及其他副职负责人'

据记者多方了解!照此标准!改革首批

将涉及
,!

家央企的上述负责人! 具体调整

范围将包括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责

任并由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的
+-

家央企!

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以及其他金

融#铁路等
*.

家央企(

同时!按照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

革的系统性要求!其他央企负责人&中央各

部门所属和地方所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

制度改革!也要参照改革方案精神积极稳妥

推进(

除此之外!国务院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

职责的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股权代表 &董

事&监事或央企管理的所属独资&控股企业

负责人的薪酬分配! 也要参照改革方案精

神(

()45'67-.8)$94:;

此番改革中!央企负责人薪酬将由过往

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构成!调整为由

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

构成(

据邱小平介绍!基本年薪根据上年度中

央企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一定倍数确

定)绩效年薪与央企负责人年度考核评价结

果相联系!根据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的不同等

次!结合绩效年薪调节系数确定)任期激励

收入与央企负责人任期考核评价结果相联

系! 根据任期考核评价结果的不同等次确

定(

记者从知悉情况的央企人士处了解到!

央企负责人基本年薪将按照上年度央企在

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
!

倍确定)绩效年薪根

据考核结果!不超过央企负责人基本年薪的

!

倍) 任期激励则不超过央企负责人任期内

年薪总水平的
-"/

(

*与现行政策相比!改革后多数中央管

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

降幅度还会比较大' +邱小平说'

另外!根据改革方案!对于年度或任期

考核评价不合格的央企负责人!将不得领取

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 这意味着!如果

央企负责人干得不好!已经发放的薪酬或将

面临追索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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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不同中央企业的福利项目和

待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改革方案明

确提出!央企负责人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并建立补

充养老保险,年金%-补充医疗保险和缴存住

房公积金等!纳入统一薪酬体系统筹管理(

记者同时获悉!根据相关精神!中央管

理企业负责人将不得在企业领取国家规定

之外的任何其他福利性货币收入( 这也意味

着!即便央企负责人在下属企业兼职!也不

得领取报酬(

此外!央企严禁按照职务为负责人设置

消费定额!也不得用公款支付其工作职责之

外的费用!更不得为其转移个人费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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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合肥少儿

艺术学校的学生手持自制

的卡通笑脸和问候卡!表达

祝福!传递温情"

当日 ! 在
!!

月
"!

日

#世界问候日$前夕!合肥市

少儿艺术学校开展#一声问

候 !传递温暖 $主题教育活

动! 通过制作问候卡片%开

展主题班会等形式营造互

相问候的氛围!希望每个人

把微笑留在脸上!把真情送

给身边人"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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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

月
(+

日电 !记者

罗沙 张丽娜"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

日宣布!经过呼格吉勒图案的申诉审查!

认为本案符合重新审判条件!决定再审( 案

件已经进入再审程序!如果确有错误将严格

依照法定程序予以纠正(

*..0

年!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毛

纺厂年仅
*1

周岁的职工呼格吉勒图被认定

为*

2

.

.

+毛纺厂女厕女尸案凶手'案发
0*

天

后! 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立即执行'

!""+

年! 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

红落网!其交代的数起案件中就包括*

2

/

.

+

毛纺厂女厕女尸案!从而引发媒体和社会对

呼格吉勒图案的广泛关注'

内蒙古自治区高院新闻发言人李生晨

表示!法院作出再审决定!主要是根据呼格

吉勒图近亲属的申诉!经过审查认为该案符

合0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第
!2!

条

第
!

项的规定!即发现原审据以定罪量刑的

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人

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据了解!

!"

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暴巴图代表高院向呼

格吉勒图的父母送达了再审决定书'

李生晨表示!人民法院将会本着对当事

人负责-对事实负责-对法律负责的精神!严

格依法公正审理此案'由于原审被告人呼格

吉勒图已经死亡! 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

定!本案的再审将实行不开庭审理!采取书

面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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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
,,

月
()

日电 !记者 李

俊义 杨世尧" 秦皇岛市公安部门最新通报

说!导致北京军区北戴河疗养院,原
!1*

医

院%

,

死
*

伤重大命案的犯罪嫌疑人为本单

位职工!自述有精神病史'

**

月
!"

日凌晨
-

时
!0

分! 秦皇岛市

公安局接群众报警2北京军区北戴河疗养院

,原
!1*

医院% 女职工宿舍发生一起刑事案

件'经公安部门初步勘验!案件致
0

名护士-

*

名管理员死亡!

*

名伤者目前无生命危险'

初审查明!犯罪嫌疑人李小龙!

!,

岁!唐山

乐亭人!系北京军区北戴河疗养院,原
!1*

医院%职工!自述有精神病史!

!""0

年曾先

后在唐山-北京等医院住院治疗!据初步了

解!嫌疑人与死者并无明显矛盾'

目前!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抓获!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综合消息 工信部首次确认!我国

将取消食盐专营!涉盐企业将实现自主经营

公平竞争'

此前!有媒体报道从中盐协会内部人士

处获悉!第七版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目前已获

得中编办-财政部-商务部-质检总局-食药

总局-法制办等相关部委通过' 新方案分六

部分内容!包含废止食盐专营-健全食盐储

备体系等内容'

盐业体制改革方案内容包括六部分2一

是盐业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原则)二

是取消食盐专营-许可经营制度后实行最严

格的食品监管制度) 三是健全食盐储备体

系!确保食盐安全供应)四是加快盐业体制

调整!提升产业竞争力)五是健全法律法规!

实施依法治盐) 六是强化领导落实各项任

务'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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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
,,

月
()

日电
!"

日
*+

时

*!

分!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

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卫星二十四号发

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遥感卫星二十四号主要用于科学试验-

国土资源普查-农作物估产及防灾减灾等领

域'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

箭由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的上海航天技

术研究院研制生产'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的第
*..

次飞行'

!!!!!!!!

月
"#

日!在西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门口!校车看护老师引导学生下车*

为缓解校车缺乏而导致的学生上学不便难题!兰州市政府相关部门与有资质的企业合作!

探索#寄宿学生专线+专营公司接送%公交线路延伸%校车资源共享$等多种校车营运模式, 目

前!依照#政府补贴%市场运作%专营发展$的原则!一批专门服务学生的#校车公司$上路运行!

极大方便了学生, 新华社记者 范培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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