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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訊神神州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晝台州報道）浙江省台
州市玉環縣解放塘社區一住宅樓室外停車棚昨日凌
晨發生電動車起火，濃煙向樓道蔓延，造成向樓道
逃生人員8人死亡。記者聯繫到在起火樓二樓居住
的陳師傅。昨日凌晨4時多，陳師傅被一陣爆炸聲
驚醒，隨後透過窗戶看到樓下停車棚起火。本想順
着樓道往下跑，但從一樓蔓延上來的濃煙逼得他只
能向樓上跑。
起火時，為了逃命，陳師傅僅來得及帶上錢包。

等火災撲滅後，陳師傅趕回房間清點財物，發現床
與床頭櫃已被熏爛，電視機、電冰箱都還在滴水。
據了解，起火的停車棚每天停放三四百台車輛，

由於小區電瓶車是投幣充電，消防人員初步判斷火
災原因是電瓶車在充電過程中起火肇禍。
事故中，住宅樓310室安徽籍一家四口全部遇

難，另有320室重慶籍一家三口與312室一名四川
籍女士遇難。

浙江停車棚火災奪8命

乘客擅開飛機逃生滑梯致損失1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傅龍金福州報道）福建省
福州華榕守押公司一部從長樂市開出的運鈔車13日
墜入閩江，車上4名押運人員不幸遇難。據長樂官
方昨日通報，車牌為閩A21T06的運鈔車從長樂市
航城洋嶼儲蓄所開出後失聯，經多方尋找及公安部
門現場勘查，初步判斷該車從航城街道航海館附近
路段掉入閩江中。隨後，長樂官方組織開展搜救，
並協調福州海上搜救中心東海搜救隊組織力量參與
搜救。昨日凌晨1時左右，墜江車輛已打撈出水，4
名押運人員不幸遇難。
據初步調查，運鈔車13日下午疑發生交通事故墜

入閩江。到傍晚，相關部門發現運鈔車失蹤後，根
據GPS衛星定位找到失蹤運鈔車位置，由於車輛自
身重量較大，又值閩江漲潮，車子未能浮出水面。

閩運鈔車墜江4押運員遇難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網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主持召開國務院
常務會議，決定設立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助力創業創新和產
業升級；部署加快發展服務貿易，以結構優化拓展發展空間。
會議認為，設立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重點支持處於「蹣
跚」起步階段的創新型企業，對於促進技術與市場融合、創新與產業對
接，孵化和培育面向未來的新興產業，推動經濟邁向中高端水平，具有重
要意義。會議確定，一是將中央財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專項資金、中央
基建投資資金等合併使用，盤活存量，發揮政府資金槓桿作用，吸引有實
力的企業、大型金融機構等社會、民間資本參與，形成總規模400億元的
新興產業創投引導基金。二是基金實行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公開招
標擇優選定若干家基金管理公司負責運營、自主投資決策。三是為突出投
資重點，新興產業創投基金可以參股方式與地方或行業龍頭企業相關基金

合作，主要投向新興產業早中期、初創期創新型企業。四是新興產業創投
基金收益分配實行先回本後分紅，社會出資人可優先分紅。國家出資收益
可適當讓利，收回資金優先用於基金滾存使用。通過政府和社會、民間資
金協同發力，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實現產業升級。

力拓服務貿易 培育新增長點
會議指出，近年來，中國服務貿易較快發展，但仍是對外貿易「短板」。

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是擴大開放、拓展發展空間的重要着力點，有利於穩定
和增加就業，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發展質量效率、培育新的增長點。會議確
定了以下主要任務。一要做大規模。重點培育運輸、通信、研發設計、節能
環保等服務貿易，推動文化藝術產品出口。二要優化結構，提升高技術、高
附加值服務貿易佔比。支持有特色、善創新的中小服務企業發展，培育有國

際影響的服務品牌。三要創新模式。利用大數據、物聯網等新技術打造服務
貿易新型網絡平台。四要擴大開放。有序放開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服
務業領域，推動服務業雙向互惠開放，加快實現內地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
化。支持服務業企業通過新設、併購等方式到境外開展投資合作。

鼓勵博物館向社會免費開放
會議通過《博物館條例（草案）》，規範博物館的設立、變更和終止程

序，在設立條件、稅收優惠等方面對國有和非國有博物館一視同仁，要求
加強藏品尤其是文物藏品的保護和管理，禁止博物館獲得來源不明或不合
法的藏品，同時支持博物館事業發展，鼓勵博物館向社會免費開放，強化
服務教育、科研、文化建設和大眾生活的社會功能，開發相關文化創意產
品，豐富民眾精神文化生活。

李克強：設400億國家新興產業創投基金

在昨日發佈的《國務院關於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
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下簡稱《決定》）中，國務

院要求，改革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堅持
公平與效率相結合。既體現國民收入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的要求，又體現工作人員之間貢獻大小差別，建立待遇與
繳費掛鈎機制，多繳多得、長繳多得，提高單位和職工參
保繳費的積極性。

個人繳納比例為工資8%
《決定》提出，公務員養老保險費由單位繳納工資總額

的20%，個人繳納工資的8%，由單位代扣。養老保險金個
人賬戶儲存額不得提前支取，免徵利息稅。此外，機關事
業單位在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基礎上，應當為其工作人員
建立職業年金。單位按工資總額的8%繳費，個人按本人工
資的4%繳費。工作人員退休後，按月領取職業年金待遇。
職業年金的具體辦法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制
定。
《決定》要求，按本人繳費工資8%的數額建立基本養老
保險個人賬戶，全部由個人繳費形成。個人工資超過當地
上年度在崗職工平均工資300%以上的部分，不計入個人繳
費工資基數；低於當地上年度在崗職工平均工資60%的，
按當地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60%計算個人繳費工資基數。

參保人死亡 賬戶餘額可繼承
個人賬戶儲存額只用於工作人員養老，不得提前支取，
每年按照國家統一公佈的記賬利率計算利息，免徵利息
稅。參保人員死亡的，個人賬戶餘額可以依法繼承。
《決定》還提出，根據職工工資增長和物價變動等情

況，統籌安排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退休人員的基本養老金
調整，逐步建立兼顧各類人員的養老保險待遇正常調整機
制，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保障退休人員基本生活。
據悉，此前，內地機關事業單位實行單位退休養老制
度，與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雙軌」運行。機關事業單
位人員無須繳納任何養老費用，退休後由財政統一支付退
休金，而社會企業員工則需要由單位和個人按照一定標準
繳納養老保險，方可拿到退休金。

內地機關企業養老金併軌
改革退休金機制 公僕告別「免繳費」時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內地

機關事業單位將建立與企業相同基本養老保險制

度，近4,000萬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員工開始繳納

養老保險費。國務院昨日發文宣佈，內地機關事

業單位人員基本養老保險費由單位負責工資總額

的20%，個人負擔工資的8%。同時改革退休金

計發辦法，建立待遇與繳費掛鈎機制，多繳多

得、長繳多得。另外，職工如果未領夠139個月

即死亡，養老金餘額可繼承。

改革破除養老待遇鴻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國沿

用數十年之久的養老金雙軌制一朝得破。對此，多
位專家表示，改革方案最大的亮點之一，就是將黨
政機關公務員也納入社保體系，力圖破除養老待遇
鴻溝。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向本報表示，
實現養老金併軌制響應了公眾對雙軌制不公平的關
切。改革着眼將來，有利於整個社會保險體系的公
平可持續發展。
夏學鑾曾做過調研，民眾對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
存在不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養老金雙軌制。
有消息指，公務員不用繳納養老金，退休金約為在
職工資的80%至90%，而企業職工一直繳納養老
金，養老金卻只有在職工資的約40%。對此，夏學
鑾表示，雙軌制造成了社會上對公職人員不滿的呼
聲，不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
關於是次改革全新提出的職業年金制度，夏學鑾

認為，該制度是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補充養老保
險。他強調，養老金併軌最重要的還是解決養老公
平問題，「就高不就低」應是改革原則。與其降低
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金待遇，不如提高普通企
業單位養老金待遇。全面提高全民養老金水平的關

鍵，則在於企業年金制度與職業年金制度的同步發
展。他坦言，如果只發展職業年金而不發展企業年
金，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和企業職工的養老金水平仍
會有不小差距。

企業年金需同步提高
夏學鑾表示，改革並非一蹴而就。未來還需要有
詳細的實施意見和配套措施出台，以保障養老金並
軌制切實有效地實施。他建議，未來的養老金改革
補充項目中應將企業年金與職業年金一樣作為「硬
性標配」制度，通過國家給予一定稅收優惠政策形
成以養老保險為基礎，結合職業年金、企業年金機
制共同組成多支柱養老保障系統。
不過夏學鑾強調，「併軌」更多是指制度設計的

統一，而不是說所有人的養老金完全一樣。新的養
老保障制度的基本模式是逐步實現一套制度，將所
有人員納入這套體制內，而在制度框架內因不同工
種、不同工作年限等分別對應不同
等級，基礎養老金應是一樣的，而
企業職業年金有所差別，這樣就能
達到公平和工作貢獻的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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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駕照在手、
名下沒車、非深戶需要連續兩年繳納醫療保險才能申請
電腦抽籤和競拍……昨日深圳市交委通過官網公佈了

《深圳市小汽車增量調控管理暫行規定（徵求意見
稿）》的通告（以下簡稱通告）。記者獲悉，深圳每年
將發放10萬個機動車號牌，其中，10萬個號牌中個人
指標佔88%，單位指標佔12%，每月25日舉辦競拍，
起價1萬元；每月26日組織電腦抽籤；港人在深圳兩年
內每年居住滿9個月可申請。目前仍然處於徵求意見階
段，可通過兩種方式提出修改意見和建議，1月21日截
止。
根據《通告》，深圳每年十萬個號牌，增量指標按照
2：4：4的比例分配，其中2萬個電動小汽車電腦抽
籤；4萬個普通小汽車電腦抽籤；4萬個普通小汽車競
價。個人指標佔88%，單位指標佔12%。增量指標的配
置額度、比例和方式根據需要可報批調整。

需近兩年每年住滿9個月
《通告》規定，深圳市戶籍人員、繳納兩年以上醫保

並持有居住證件的非深圳市戶籍人員、近兩年內每年在
深圳市累計居住滿9個月的港澳地區居民等可申請增量
指標。同時個人申請應當持有准駕車型為C或以上的機
動車駕駛證，以及個人名下無機動車登記。
企業申請增量指標須上一年度向深圳市稅務部門實際

繳納稅款達3萬元（人民幣，下同），可獲一個指標；
稅款總額每年增加100萬元則可增加一個指標；申請累
計達到8個後，稅款總額每增加200萬元的，可增加一
個指標；當累積達到12個後，稅款總額每增加1,000萬
元的，可增加一個指標。
《通告》表示，申請競價者應按每個申請編碼5,000

元的標準繳付競價保證金。每個競價指標設保留價1萬
元。記者了解到，每月26日將組織一次電腦抽籤，競
價機構每月25日組織指標競價，非工作日則相應順
延。《通告》顯示，如果個人名下有車就無法參加電腦
抽籤、競拍取得指標。

深圳限車 港人可競拍車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
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
（以下簡稱「南水北調辦」）主任鄂
竟平昨日在此間表示，南水北調辦副
主任于幼軍已到退休年齡卸任。
另外，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網站

公佈了新一批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人
員名單。其中提到，免去于幼軍的國
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
副主任職務。
鄂竟平稱，「于主任（于幼軍）是

我們班子成員中年齡最大的，他屬於
到年齡退休。」

公開資料顯示，于幼軍1953年1月
出生，曾任深圳市市長，山西省委副
書記、省長等職。2007年當選中共十
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2008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

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審議並通
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
于幼軍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
撤銷于幼軍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確
認中央政治局9月5日作出的給予其留
黨察看兩年處分。2011年2月，于幼
軍出任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副主任、黨
組成員。

于幼軍被免南水北調辦副主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今年元旦，北京大學深圳醫院博士
醫生梁振濤在大梅沙海域冬泳時離奇身
亡，家屬質疑死者並非溺水而是被遊艇
螺旋槳打傷致死。深圳海事局和海事公
安昨日公佈最新調查結果，涉肇事船舶
「138115」為香港籍船舶，並未取得中
國船舶登記證。
該船未在香港和深圳海事部門辦理出
境和入境手續，在深圳水域屬於非法航
行。目前，由於家屬與海事局意見未統
一，何時屍檢仍未定下時間。
日前，一則《土豪駕遊艇非法入境致

人死亡 拒不露面》的文章在網上瘋傳，
梁振濤1月1日在大梅沙海域冬泳離奇身
亡。文中把矛頭指向一艘編號為
「138115」的遊艇，懷疑梁振濤被遊艇
螺旋槳擊中致死。
當日，梁振濤參加了兩場冬泳，上午游

完上岸；午飯後與A先生再次下海，且獨
自向一處海島游去。不久後，梁振濤在海
面消失，與此同時出現了一艘遊艇，航行
中的遊艇停了一下，隨後快速駛離。
據梁振濤家屬介紹，經過搜救，在附

近遊艇會一艘遊艇的甲板上發現了滿身
是血的梁振濤。

大梅沙泳客疑遭港遊艇螺旋槳擊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劉銳、周盼成都報
道）四川樂山市昨日13時21分40秒發生5.0級地
震，根據中國地震台網數據顯示，震中位於四川省
樂山市金口河區（北緯29.3度，東經103.2度），
震源深度14千米。地震發生時，記者正在距離震中
約百多公里的成都辦公樓內，手機內「地震預警」
軟件發出警報聲10多秒後，感受到大樓有明顯的晃
動，辦公室的門和櫃等發出異響。記者連線樂山等
地市民，他們表示震感強烈。
據初步統計，此次地
震已造成2,075間房屋受
到不同程度的損壞，7幢
房屋倒塌，11,050人受
災，轉移安置147人，
其中有6人受傷。另據
鐵路部門發佈消息稱，
受地震影響，有10趟列
車被迫在安全區避險，
造成部分列車晚點。樂
山市金口河交警稱，省
道306線111公里加500
米處，造成山體零星塌
方，幸無人員傷亡。峨
眉山、樂山大佛景區安
然無恙。

四川樂山5級地震成都震感明顯

■■ 浙江省台州市玉環縣一住宅浙江省台州市玉環縣一住宅
區室區室外停車棚火災致外停車棚火災致88人死亡人死亡。。

新華社新華社

■■國務院昨日發佈國務院昨日發佈《《關於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關於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
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方案明確方案明確，，機關機關、、事業事業
單位建立與企業相同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單位建立與企業相同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圖為山西圖為山西
太原退休老人在公園休閒娛樂太原退休老人在公園休閒娛樂。。 中新社中新社

■樂山5級地震致山體
垮塌，一輛小車差點被
垮塌的山體掩埋。

中新社

■■深圳限牌細則出爐深圳限牌細則出爐，，競拍競拍
車牌起價車牌起價11萬元萬元。。 郭若溪郭若溪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孟冰重慶報道）西部航
空12日晚一架從拉薩飛往重慶的飛機，在江北國
際機場滑行完畢後，逃生滑梯突然被打開了。原
來是飛機上一名男乘客擅自打開了緊急出口，致
逃生滑梯被釋放。據悉，該男子可能是手誤造成
的，目前已被警方帶走調查。律師表示，男子可
能被拘留10至15日。
記者從西部航空公司了解到，當晚8時30分，
從拉薩飛往重慶的PN6272航班安全抵達江北國
際機場。在飛機落地滑行完畢後，機組人員還沒
有來得及打開艙門，一名男性乘客不知什麼原
因，擅自打開了飛機左側左大翼緊急出口，導致
逃生滑梯被釋放。
據悉，因為登機門、翼上應急門離地面較高，
大型客機均安裝有「充氣滑梯」這一逃生設備。
一旦遇到緊急情況時，機組人員可以打開滑梯，
保證機上所有人員從滑梯上盡快地安全撤離，而
重新在機上裝一部滑梯，至少需花費近10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