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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乙未年三月廿九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楠）

昨

日，记者从北京—新加坡移民关

卡局获悉，6月1日起， 新加坡移

民关卡局颁发给中国公民的新

加坡多次有效签证(MJV)将最长

可达10年有效期，以方便中国旅

客到访新加坡。若主申请人获得

此项资格，其配偶、未满21岁的

子女将获得同样的有效期限。

分析称， 新加坡多次入境

签证有效期的延长将为中国赴

新旅客带来更多的便利， 减少

每次入境新加坡重新申请签证

的繁琐手续。记者了解到，当前

在成都申请新加坡签证， 公民

不能个人申请， 需通过指定的

旅行社递交申请，办理时间为3

个工作日。

新加坡将向中国公民发放10年签证

抱着娃办婚礼？

参加婚礼的在校生都是研究生以上学历， 有人从河

南、重庆、青海等地专程回母校参加集体婚礼，多对新人在

领证时因各种原因未举行婚礼，带着孩子来参加，他们在

校长的主婚下、在母校师生的见证下许下爱的誓言，携手

走进神圣的婚姻殿堂

鼓励校园恋爱？

学校表示， 举行校园集体婚礼不是鼓励大家去谈恋

爱，而是希望校友们在学业和爱情、事业这几件“人生大

事”的选择中，正确对待、向上向善、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拒绝世俗的诱惑和功利，学业事业共同进步，爱情家

庭甜蜜幸福

西南财大86对校友昨举办校园集体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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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国务院对完善机关事业单

位工资和养老保险制度出台了政策，今

年6月底前， 各地工资调整一定要落实

到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对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工资调整确定落实时间

表。 李克强是在12日举行的全国推进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上做出上述表示的。15日，李

克强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公布。

这意味着， 在今年6月底前，近

4000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

将得到调整。根据人社部此前透露，按

全国平均水平计算， 月人均实际增资

为300元左右。

今年1月14日，国务院公布《关于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的决定》，确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

人员要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同时，官方

明确， 配合这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机

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也将同步调整。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在1月19日

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证实， 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了三个实施方案， 一是公务员

基本工资的调整， 二是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基本工资的调整， 三是机关事业

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的调整。

在1月23日举行的2014年第四季

度新闻发布会上，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

李忠透露，这次调整基本工资标准，与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步进行， 增加的

基本工资大部分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个人缴费的改革成本。考虑这些因素，

实际增资幅度并不大。 按全国平均水

平计算，月人均实际增资300元左右。

李忠指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基

本工资实行全国统一标准， 而养老保

险个人缴费因各地工资水平的不同存

在差异， 对工资收入水平较高地区的

部分人员， 这次增加的工资可能不足

以完全弥补个人缴费， 当期收入还会

有所下降。

“工资待遇向基层倾斜”是本次

工资制度调整的突出特点之一。 根据

李忠透露， 中国机关事业单位近4000

万在职人员， 有近800万人在乡镇工

作，将通过建立乡镇工作补贴制度，适

当提高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

工资待遇。

综合新华社

机关事业单位工资

6月底前调整到位

总理划定时间表，按全国平均水平计算，月人均实际增加300元左右

“现在政府工作人员，

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工

作很辛苦， 收入也不

高，既要坚决堵住‘偏

门’，解决公务人员以

权力参与分配、 牟取

不当利益问题， 也要

打开‘正门’，建立健

全正常的工资增长机

制， 使其收入随着经

济发展不断提高，保

障他们的合理待遇和

应有的尊严。”

中国工程院15日晚公布了经院主

席团审定的521名2015年院士增选有效

候选人名单。同时公布的还有《中国工

程院院士候选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身

份认定规则（试行）》和《致中国工程院

有效候选人及其所在单位的一封信》。

名单详细列举了有效候选人的姓

名、年龄、专业、工作单位和提名渠道。

有效候选人大多数来自高校和科研院

所，少部分来自企业和军队等。提名渠

道分别是院士提名和中国科协提名。

记者发现，名单中涉及四川高校的

有12人，包括四川大学的黄卡玛、王玉

忠、许唯临、王琪，电子科技大学的蒋亚

东、李少谦，西南交通大学的高仕斌、张

卫华、何川，四川农业大学的陈代文、程

安春，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梁繁荣。

按照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 “公务

员法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候选

人（军队系统参照执行）”的要求，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

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释

义》等人事管理制度，中国工程院制定

了院士候选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身份

认定规则。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

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 优化学科布

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

休和退出制度”的决定，为建设中国特

色的院士制度指明了方向。

为使院士称号回归学术性、 荣誉

性的本质， 中国工程院2014年对章程

进行了修订。院士增选每两年一次，本

次增选是章程修订后的首次增选。

综合新华社

中国工程院公布521名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

四川高校12人候选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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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灌口街道办南桥社区

昨日将萨克斯、音箱等演奏设备，

送还给大爷张新生

张新生是否能继续留在南

桥，社区态度谨慎，表示将充分听

取当地商家住户、 张新生等各方

意见，然后再作协商解决

埃及前总统穆尔西被判死刑

埃及开罗刑事法院16日对前总统穆尔西作出死刑判决，原因是其

参与了发生在2011年初的一起越狱事件

由成都商报与成都市政务中心联合发起的 “证明之难情况调

查”，目前已接到近千条咨询，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涉及名字差错、变

更带来的麻烦

民警表示，18周岁以上想改姓名需三思而后行， 如果因名字登记

出现差错，可通过各部门的档案调查，了解错误发生在哪一步，然后去

相关部门进行更改

8个月前，他给了她生命；8个月后，他用自己的肝脏再次延续了女

儿的生命。他是福州80后爸爸黄川，她是他8个月大的女儿小淑群

12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近11个小时的手术

后，爸爸1/5的肝“接”到女儿体内，完全代替女儿的病肝“工作”，“重

组”小淑群的生命

对手是3：2逆转韩国队、 首次杀入苏杯决赛的日本队，CCTV5今

日13:30直播

“南桥一景”是走是留

还得谈

80后爸爸

割肝救女

8个月大女儿变

新肝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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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证明难

缘于名字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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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11次闯进决赛

国羽今日决战苏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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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萨克斯再起波澜

参加婚礼的新人放飞气球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抱着孩子参加婚礼的新人

本报深圳电 （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

昨日上午，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黄新初继续在深圳开展投

资促进活动，前往华润集团考察，

并与集团董事长傅育宁座谈，就

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达成共识。

黄新初说，当前，成都发展

站在了“新常态、万亿级，再出

发”的新起点，面临着国家实施

“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战

略、 天府新区升格为国家级新

区、成都第二机场获批建设等一

系列重大机遇。 在此过程中，我

们将致力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进更多具

有竞争力的高端产业和企业。华

润集团是大型央企，近年来为成

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我们对此表示感谢。希望集

团继续关注成都，积极抢抓发展

机遇， 进一步在蓉加大投资、深

化合作，推动更多项目落户和投

产。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提供优质

的生产、 生活和政务服务环境，

支持企业实现更大发展。

傅育宁感谢成都市委、 市政

府长期以来对集团在蓉发展的关

心支持， 表示十分看好成都这块

投资热土， 将进一步加大投资力

度，将规模做大、品牌做优，更好

地立足成都、辐射西部。

市委常委、秘书长黄建发，市

委常委、 成都天府新区党工委书

记刘仆， 副市长苟正礼参加投资

促进活动。

黄新初到华润集团考察座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