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4 月 9 日 星期二

统筹 曹杰 编辑 李要好 校对 明镜 版式 宋笑娟

中央政法委官方网站中国长安网日前公布新一届中央政法委领导的组成名单（如下图所示）。

书记：

杨健
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

委员：
孟建柱

郭声琨(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
曹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耿恵昌(国家安全部部长)
李东生(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兼副部长)
王建平(武警部队司令员)

秘书长：

周本顺

周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本顺(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现任河北省委书记)
吴爱英(司法部部长)
杜金才(总政治部副主任，上将)
陈训秋(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兼中央综治办主任)

副秘书长：

陈训秋、
王其江、
姜伟

涉嫌受贿 1223 万
山东原副省长黄胜受贿案一审开庭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8 日一审公开
开庭审理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黄胜受
贿案。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1998 年下半
年至 2011 年 8 月，黄胜在担任山东省德州市人
民政府市长、中共德州市委书记、山东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
业经营、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或者利用
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

利益，并先后多次收受国科（齐河）投资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蔡红军、德州大酒店有限责任公
司原董事长白寒冰等 21 个单位或个人给予的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223 万余元，应以受贿罪
追究黄胜的刑事责任。
法庭上，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黄胜
的律师出庭为其进行了辩护。数十名群众、媒
体记者和黄胜的亲属旁听了庭审。
法庭宣布此案将择期宣判。
据新华社电

陶磊是某中央党群机关的一名公务员，本科学历，9 年工作经验，正科级，
2013 年 1 月的工资条显示：统发合计 1173 元，包括职务工资 480 元、级别工资
498 元、工改补贴 45 元等；工作津贴 3250 元，交通补助 200 元，通讯补助 130
元，提租补贴 80 元，购房补贴 1000 元；此外，住房公积金扣款 500 多；基础工资
和工龄工资为 0 元；
应发 5833 元，实发工资 5259 元。
据《中国新闻周刊》

公务员工资条曝光
超 80%是津补贴
陶磊的这份工资条基本的工资仅 1173 元，
超过 80%是津补贴，其中工资的一半主要来源
于工作津贴。
国务院某直属机构一位负责人事的林姓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06 年实行新的公务员工
资制度后，公务员工资分为四块，由职务工资、
级别工资、工作津贴、生活补贴共同构成。其
中，前两项实行全国统一标准，由中央财政支
付；后两项由地方财政或各部门财政支付。
陶磊称，刚参加工作时，记得工龄工资是
每年涨一元，2006 年工资改革后，取消了公务
员的工龄工资。
不过现在的工资构成中，也有一些几元的
项目。例如，有小孩的公务员，两岁以内的小
孩有奶粉补贴，每月两元。

级差八九百，
国家主席月薪大概1万多
据陶磊介绍，各项津补贴因级别和职务差
别而有不同，如提租补贴(对租住公有住房的职
工，因租金提高而由单位给予的补贴)，正部级
240 元/月，副部级 210 元/月，正司级 130 元/月，
副 司 级 115 元/月 ，处 级 100 元/月 ，科 级 80 元/

月，
科以下 70 元/月。
陶磊说，每个级别的工资总差也就在八九
百元左右，如处级要比科级高八九百元左右。
如果依此类推，在中国，国家主席的工资估计
也就 1 万余元。
不同级别的公务员其他方面的待遇也会
不一样。据前述林姓工作人员介绍，比如医疗
报销的比例，一般国家规定的能够报销的医药
费，公务员的报销比例能达到 90%。但 50 岁以
上的副司局级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可享受副
司局级医疗待遇，有专门的医疗蓝卡。以北京
为例，具体说来就是可在指定医院的干部门诊
就医，可报销的病房标准和床位标准要比普通
公务员更高等。

五年一晋级，
两年一晋档

2006 年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后，各地陆续开
始清理合并公务员收入中的各类津贴补贴，原
先“不上台面”的收入被取消或变成“明补”，这
也被称为“阳光工资”改革。北京则早在这之
前就推进了工资改革，即传说中的“3581”，指
科、处、局、部级干部月薪分别为 3000 元、5000
元、8000 元以及 1 万元。但记者向权威人士求

上海铁路局原局长安路生
将任上海闸北区长
4 月 7 日 ，上
海闸北区党政负
责干部大会召
开。会上，宣布市
委决定：翁祖亮同
志任中共闸北区
委书记；安路生同
志任中共闸北区
委委员、常委、副
书记，推荐为闸北
区区长候选人。
安路生曾任铁道部总调度长；2008 年
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后，于“5·12”汶
川大地震后任成都铁路局局长；2009 年 3
月，调任上海铁路局局长；2010 年 5 月，调
回铁道部任总调度长；2011 年“7·23”事故
中从铁道部总调度长调任上海铁路局长，
2013 年 1 月调任铁科院院长。
中新

工商总局：

苹果公司虽已致歉
仍要坚决追责

不同省之间、
同省不同市县区之间津补贴
相差最高达几千元
工资条：
超 80%是津补贴

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近日发布广东省
政府 3 月人事任免信息，杨健任南方报业
传媒集团管委会主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免去杨兴锋南方报业传
媒集团管委会主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职务，免去林志东羊城晚报
报业集团管委会副主任职务。
杨健简历 杨健，1958 年 12 月出生，籍
贯江西省，研究生学历，1984 年 8 月至 1996
年 2 月，在新华社江西分社工作，先后任记
者、采编副主任、主任，分社党组成员、副社
长、代社长。曾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
2011 年 5 月起，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
书记。
新华

证的说法是，
“3581”出台之初的考虑是指年
薪，也就是科、处、局、部的年薪达到 3 万元、5
万元、8 万元和 10 万元。
而公务员的升职都有一定的程序，从正科
级到副处级按程序至少需要 3 年，而极少有人
能在 3 年内完成这一转变。
不过，现在的公务员工资已有一定的增长
机制，只是增长额不高。如 2006 年工改后，工
资实行滚动晋级。据前述林姓工作人员介绍，
年度考核累计 5 年称职的公务员职务晋升一个
级别，年度考核累计两年称职的公务员则晋升
一个级别工资档次，也就是常说的“五年一晋
级，两年一晋档”。这样，即使职务没有变动，
工资也会有所增长，避免了几年不涨的尴尬局
面。一般升一个档级工资可能会涨100元左右。

不同省最高相差几千元
不同省之间、
同省不同市县区之间津贴补贴
相差最高达几千元。一名 2007 年刚毕业参加工
作的深圳司法系统的法警，2008 年税前工资为
8100元，
实际扣除各项保险缴费之后工资所得约
6200 元。这让西部地区同样资历的公务员望而
兴叹。即便扣除两地物价因素，
差距仍可观。

国家工商总局市场规范管理司有关负
责人日前在工商总局关于“苹果”合同格式
条款专项整治工作督办会议上表示，虽然
苹果公司向消费者致歉，但仍要听其言观
其行，对苹果公司的监管不能放松。据悉，
对苹果公司的违法行为，工商部门将继续
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将其营销行为控制在
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据《人民日报》

司法部：

强制隔离戒毒
应书面通知家属
据司法部网站消息，司法部日前发布
《司法行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规定》，
明确戒毒人员入所后，强制隔离戒毒所应
当书面通知其家属，通知书应当自戒毒人
员入所之日起 5 日内发出。该规定自 2013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规定要求，强制隔离戒毒所接收戒毒
人员时，应当核对戒毒人员身份，进行必要
的健康检查，填写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入所
健康状况检查表。戒毒人员身体有伤的，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予以记录，由移送的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和戒毒人员本人签字确
认。对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
婴儿的妇女，
不予接收。
中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