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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被查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5月初曾出席长沙市活动

事业单位工资7月有望松绑
3100多万人或涨薪

本报讯 据《京华时报》报
道，《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作
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规范事业单位
人事管理的行政法规，将于7月1
日起施行。《条例》确立了事业单
位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在社会

保险、工资收入等方面的相关规
定呈现出改革亮点。多位专家表
示，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由此将与机
关体系松绑，有望走入长期平稳增
加的通道。目前我国现有事业编制
3153万人。

本报讯 据中新社报道，中央
纪委监察部网站26日对外披露，湖
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阳
宝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
受组织调查。

通过公开报道检索，阳宝华最
后一次公开亮相是在今年5月8日，
出席长沙市首届花鸟画展的开幕
式。

2011年1月22日下午，湖南省政
协十届四次会议召开第三次大会。
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同意辞免
阳宝华等3名同志省政协副主席职
务，并补选另3名同志为第十届湖南
省政协副主席。

2013年5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
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同意阳
宝华退休。

资料显示，阳宝华，1947年9月
出生于衡阳市衡山县店门镇双峰
村。1968年12月参加工作，1972年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衡阳市常

务副市长、益阳市市长、岳阳市委
书记、长沙市委书记、湖南省政府
党组成员、省长助理等职，2003年1
月至2008年2月，担任政协湖南省

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
2008年2月至2011年1月，担任政协
湖南省第十届委员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

人社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央财经大学社保系主任褚福灵认
为，目前有关部门对于加快推进事
业单位人员参保，改革思路还不够
清晰，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确定下
一步实施方案。

他举例，目前已参保事业单位
人员的一个重大隐忧，就是很多事
业单位人员虽然参保，但实际上没
有或未足额缴费，其缴费年限是“视
同缴纳”。一旦此类事业单位人员都
并入社保体系，就为社保基金带来
了一块“隐性债务”。

为避免企业参保者替这些“视

同缴纳”的事业单位人员买单，褚福
灵建议，今后在事业单位人员全部
参保，完全加入社保体系后，还应将
该群体基金单独划出，不与企业人
员的社保基金统筹在一起，否则这
些历史债务很难厘清。

至于谁给这些“视同缴纳”的
历史空账买单，褚福灵认为也不必
完全由财政兜底。他主张主要由相
关参保单位负责，自筹资金解决。
否则在目前人口红利转折点即将
到来的这一阶段，企业社保基金再
背上这笔历史包袱，将成为不能承
受之重。

根据《条例》，事业单位及人员
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工作人员依法
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而对于那些全
由单位统一交费的事业单位人员，
习惯了和公务员享受一样待遇，什
么都不用个人交，有的连个人缴费
额是多少都不清楚。

人社部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
长、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吴江强调，事业单位都参保后，

无论是哪类事业单位，个人缴费都
应由参保人自己缴纳，不能由财政
买单。否则这既有违社保制度的设
计，也不利于公平原则。如果财政连
这部分也负担，将使社保制度出现
倒退。他还建议，根据我国养老险等
社保多缴多得的原则，在事业单位
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时，有关部门还
应适当鼓励参保者自己多缴费。

事业单位及人员即使参加社会
保险，其退休待遇也不会完全取决
于其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的建立，将
使其退休待遇得到实打实的提升。
吴江称，后续所有事业单位都有望
建立职业年金，一旦事业单位的职
业年金都建立起来，在养老保险和
职业年金的双重保障下，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退休待遇的替代率有望超
过70%，即约为在职工资的七成以
上。

吴江认为，相比目前企业年金
建立不够规范、参加企业较少的情
况，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有望推
开更迅速，且预计将会覆盖绝大部
分事业单位。

他表示，职业年金所需费用由
单位和工作人员个人共担，单位缴
纳职业年金费用的比例最高不超过
本单位上年度缴费工资基数的8%，
个人缴费比例不超过上年度本人缴
费工资基数的4%。最终受益于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所参加的养老保险和
职业年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
待遇的替代率有望超过70%，甚至
逼近80%这一比例。

替代率通常指劳动者退休时的
养老待遇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
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
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
本指标之一，也是反映退休人员生
活水平的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

2006年我国就提出了事业单
位绩效工资制度，但吴江表示，目前
实施还不够平衡，有些地方搞了，有
些地方还是没搞。这次的《条例》出
台后，将推进工资制度改革。

《条例》提出工资正常增长机
制问题，这主要是调标，还不是职
务提升的进档晋级。正常增长机制
主要是面向社会，包括和企业同类
人员以及公务员进行比较。通过比
较可以进行一些调整。另外还可以
根据每年物价上涨的幅度和社会
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适当地做些
调整。

总的来看，建立正常的增长机
制，使事业单位的工资决定机制发
生了变化。过去事业单位的工资和
机关是绑在一起的，机关涨事业单
位才能涨，今后可由市场来决定，整

个社会的工资水平上去了，事业单
位的工资也能往上正常增长。

不过吴江强调，这个增长幅度
是市场化的幅度，是根据市场调整
的。换言之，事业单位工资今后可能
会升，也可能往下调，因为要看社会
平均工资和物价的调整幅度。总的
来说建立了一种新的增长机制，即
市场预期和物价预期，而不是等着
政策预期。

《条例》提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
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褚福灵认
为，从近年我国物价和社会平均工
资的调整幅度来看，几乎都处于单
边增长的过程中，因此事业单位工
资增长机制与此挂钩，下跌的可能
性应该说极小，基本就会处在上涨
区间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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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缴费不能由财政买单

视同缴纳空账不能由社保买单

职业年金将提升退休待遇

关于工资

工资基本处于上涨区间

湖南原政协副主席阳宝华。

本报讯 据中新网5月26日报道，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中央纪
委副书记杨晓渡26日指出，要坚持“老
虎”、“苍蝇”一起打，加大案件查处力
度，重点查处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
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
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
拔使用的党员干部，形成有力震慑，坚

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26日上

午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
谈，就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深化转
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三转”等问题
与网民交流。

杨晓渡表示，“三转”是新形势
下党中央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的新

要求，是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机
制的新路径，是推进纪检监察机关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步。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都要切实把我们
的思想不断地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
判断和提出的目标任务上来，按照
中央纪委对“三转”的要求和部署，
抓好工作。

本报讯 据新华社、《文化交
流》报道，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
的爱国人士，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八、九、十、十一届
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
会会长，澳门中华总商会永远会长，
澳门大华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马
万祺先生，因病于2014年5月26日18
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马万祺先生是澳门知名实业
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热心澳门的
各项事业，是位一贯爱国、为澳门市
民信赖的忠厚长者。

再生之德谢叶帅

马万祺与叶剑英的友谊非同一
般。他们相识于1950年，此后多次会
晤，颇为投契。1952年叶帅得知马万
祺肺病复发，便马上把他请到北京
医治，使他的病很快得到根治。

“文化大革命”开始，马万祺夫
妇得知叶帅也受到冲击，便冒险到
叶帅府上探望。叶帅反而安慰马万
祺，希望他们在港澳地区继续做好
团结人的工作，消除“文化大革命”
在海外的不良影响。看到叶帅虽受
诬陷、迫害，仍安如泰山，马万祺无
形间也获得了一股力量。l967年初，
叶帅怕马万祺在北京读书的两个儿
子蒙冤受屈，不顾自己处境艰难，想
方设法把这两个孩子接到家中妥善
保护，叮嘱他们好好读书。

一次，马万祺和叶帅见面时，谈
起曹孟德的《龟虽寿》。当时正受着

“四人帮”监视的叶帅示意马万祺递
过手掌，便在他手心写了“老骥伏
枥，志在千里”八个字。马万祺回忆
说：“叶帅很有策略，很有信心。我感
到了叶帅临危不惧的胆识和志在千
里的气魄。”70年代初叶帅得知马万
祺的身体很不好，立即让他把病历
送到北京请专家会诊。一俟叶帅环
境好转，就让马万祺进京治病，院方
对其的治疗方案叶帅都亲自过问，
体现了一位老革命家对爱国人士的
深切关怀。“当时，我受病苦所困，想
开刀剪除后患。叶帅反复听取专家

意见后，劝我还是采用内科新法治
疗较好，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叶帅
对我有再生之德，终生难忘！”

矢志此生随祖国

马万祺自1941年从香港到澳门
发展，称得上是澳门现当代沧桑巨
变的见证者。

马万祺说，澳门自古就是中国
领土，16世纪中叶葡萄牙殖民者强
行租占澳门，致使澳门离开祖国长
达400多年。1999年12月20日，我国
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重又回
归祖国。当年谈判时葡方曾一度提
出要把交还澳门的时间推迟到下个
世纪，对此我方明确指出，澳门问题
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
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世纪。

有一回双方就双重国籍问题发生
激烈争论，葡萄牙极力强调双重国籍
是为了保护葡萄牙护照持有者的利
益，要维护葡萄牙护照的“尊严”，然而
中国历来不承认双重国籍，最后是我
方坚决否定了双重国籍问题。还有一
次葡萄牙政府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
提出，葡方多年来在澳门都没有驻军，
中方也不能驻军。马万祺得知后立即
找到新华社澳门分社负责人，请他向

中央反映，马万祺说：“驻军反映国家
主权。如果没有驻军，出了什么事情怎
么办，因此无论多少一定得有驻军。”
不久新华社澳门分社转告马万祺：中
央同意他的意见，一定在澳门驻军，请
他放心。马万祺说：“后来，我见到小平
同志，也跟他说了。驻军这个问题不容
商讨。”澳门在回归前治安状况很不
好，只有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
作坚强后盾，这对黑帮和犯罪分子才
有强大的威慑作用。

“澳门回归的实践证明，‘澳人
治澳’团队已经健康成长，而且在建
设特区的过程中得到了磨练、巩固
和壮大。这正是澳门特区能取得骄
人成就的关键所在。”马万祺为回归
后澳门的发展进步感到由衷的欣
慰。

几十年来马万祺生活过得充实而
美满，谈起自己的养生之道，马万祺说
自己一贯早睡早起，心情开朗，不吸
烟，不喝酒，爱运动。平时打太极，散
步，写诗，会友和看孙辈。而更重要的
是他把浓厚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融
会于信念和行为的统一之中，爱国、报
国是他生命与事业的主旋律，他常常
爱说的一句话是“贵贱难移肝胆照”。
这源自中国的传统精神，也是他为
人处世、教子治家的准则。

中纪委：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干部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万祺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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