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4月10日，高交会上中科院展示的智能机器
人在表演歌舞。当日，第十一届中国重庆高新
技术交易会暨第七届中国国际军民两用技术博
览会在重庆开幕。高交会现场的各种智能机器
人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中
国证监会 10日发布公告称，中国证
监会、香港证监会决定原则批准沪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
交易所将允许两地投资者通过当
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
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沪港通包括沪股通和港股通
两部分。沪股通，是指投资者委托
香港经纪商，经由香港联合交易所
设立的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进行申报（买卖盘传
递），买卖规定范围内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港股通，是指
投资者委托内地证券公司，经由上
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的证券交易服
务公司，向香港联合交易所进行申
报（买卖盘传递），买卖规定范围内

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试点初期，沪股通的股票范

围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180 指
数、上证 380 指数的成份股，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A＋H 股
公司股票；港股通的股票范围是
香港联合交易所恒生综合大型股
指数、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的成
份股和同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A＋H 股
公司股票。

在投资者方面，试点初期，香
港证监会要求参与港股通的境内
投资者仅限于机构投资者及证券
账户及资金账户余额合计不低于
人民币 50 万元的个人投资者。

根据公告，从公告发布之日
起至沪港通正式启动，需要 6 个月
准备时间。

沪港股市交易互联互通试点获批

内地股民年内能炒港股

■简明新闻

据新华社杭州 4 月 10 日电
记者 10 日从话机世界数码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获悉，作为首批获
得工信部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批文
的企业，话机世界集团日前正式
启动了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的专属
号段——170 号段的发售。该企
业由此也成为全国最早启动通信
服务发售的虚拟运营商。

所谓虚拟运营商，是指与电信
运营商在某项业务或某几项业务
上形成合作关系的合作伙伴，它以
自己的品牌面向最终用户提供服
务，拥有自己的计费系统、客服号、
营销和管理体系。

工信部去年 12 月正式发放首

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包括话机世
界在内的 11 家企业获得移动通信
转售业务批文，成为首批虚拟运营
商。“170”号段作为虚拟运营商的
专属号段，获牌企业将可以租用基
础电信运营商的移动通信网络，为
用户提供基于自身品牌的通信服
务。

话机世界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通话质量和上网速度上，话机世界
170号段与三大运营商运营的号段
并无差异。但通话费用将比传统运
营商运营的号段更便宜，且全国无
漫游。与此同时，话机世界还将通
过灵活组合短信、话音、流量等套
餐，推出更多个性化的增值服务。

首批虚拟运营商启动移动通信转售业务

手机170号段首发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0 日电
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通
报的中国经济时报社记者站及记
者敲诈勒索案中，记者利用新闻采
访报道活动谋取不正当利益，严重
损害新闻队伍形象。新闻敲诈已
经成为社会公害，必须重拳出击打
击新闻敲诈，多举措清除新闻“蛀
虫”。

在中国经济时报社记者站及
记者敲诈勒索案中，该报社记者郗
永丰自 2010 年 10 月担任该报河南
记者站副站长（主持工作）以来，借
助记者站工作之便和记者身份，与
该报记者李国鹏、原记者耿付安、
事业发展中心主任乔国栋、河南记
者站工作人员刘云涛等人，多次利
用新闻采访报道活动进行新闻敲
诈。

根据案件通报情况，郗永丰等

人不仅利用舆论监督写曝光文章
向基层施加压力谋取非法利益，还
利用职务便利斡旋其他媒体或记
者消除负面报道谋取非法利益。
同时，记者利用新闻舆论监督介入
企业经济纠纷谋取非法利益并强
迫企业搞有偿宣传谋取非法利益。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时报社河
南记者站利用新闻采访活动违法
从事报刊发行等经营活动，完成报
纸经营任务。

目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撤销了中国经济时报社河南记者
站，吊销了郗永丰、乔国栋、李国鹏
的新闻记者证，并将涉案记者和耿
付安、刘云涛列入不良从业记录，
郗永丰等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该案同时被移送报纸主
管单位纪检监察部门追究该报社
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重拳出击打击新闻敲诈

多举措清除新闻“蛀虫”

●海关总署４月 10 日发布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

值 5.9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3.7％。其中，出口 3 万亿元，下降

6.1％；进口 2.9万亿元，下降 1.2％；贸易顺差 1028.3亿元。

●日本防卫省 4月 10日公布报告说，在 2013年财政年度，日本

自卫队共出动战斗机 810架次，为“冷战”结束以来新高。防卫省统

计称，在 2013财年，日本战机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目标分别出动 415
架次和 359架次，比上一个财年分别增加 109架次和 111架次。

●古巴国营电信运营商 4月 9日说，古巴打算运行自己的社交

媒体网站，以抵制一些“意在颠覆”的社交网络，比如由美国政府资

助的“古巴推特”。 （均据新华社电）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 4
月 1 日，全国已有重庆、陕西、上
海、山东、深圳、北京、天津等 7 个
省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
重庆上调至 1250 元、陕西上调至
1280 元、上海上调至 1820 元。此
次多地集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再次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最低
工资标准是高是低？该怎么调？
不同群体都有着各自的思考。

劳动者：最低工资
上调感受各不同

来自重庆市潼南县的夏友国在
主城区一家机械制造企业工作，因
为自身拥有熟练的焊接技艺，每月
的工资收入在3000元到3500元之
间，远高于重庆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虽然我的收入并未和最低
工资标准直接挂钩，但是以往每
次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老板
为了留住熟练工，都得相应给我
们涨工钱。”夏友国告诉记者。

记者在上海、重庆、西安等城
市的劳务市场走访发现，大多数像
夏友国一样的劳动者，期望收入和
实际收入都要高于当地的最低工
资标准。

对于多数劳动者而言，最低
工资标准的上涨意味着收入实打
实的提高。但是对一些灵活就业
关系的劳动者如实习期的学生的
权利保护就比较困难。

小磊（化名）是西南某省中职
学校的学生，进校第二年书本都还
没有发，就被学校要求进电子厂实
习。小磊实习期间底薪是 1300
元，没有周末，每天工作 12 小时。

“这样的工资甚至不到最低工资标
准时薪的一半。报酬这么低，而且
这一切都没有商量的余地。”

企业主：宁愿多花
钱招工不愿频繁涨薪

采访中记者发现，多数企业

主表示，宁愿花更多钱招工也不
愿最低工资标准频繁上调。

上海一家从事电子配件生产
的公司经理蒋远林告诉记者：“每
次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公司的工
人就会要求涨薪，为了留住工人，
我们的实发工资基本是跟着最低
工资上调的幅度走。”

苏群是重庆一家从事摩托车
配件制造企业的老板。他给记者
算了一笔成本账：虽然今年重庆
市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只 上 涨 了 200
元，但是作为企业来说除了本身
工资支出的提高以外，由于职工
医疗期待遇、试用期待遇、失业保
险基数都与最低工资直接挂钩，
用 工 的 人 均 成 本 至 少 增 加 300
元。“所以即使我们得付出远高于
最低工资水平的成本来招人，也
不愿政府频繁大幅上调最低工资
标准。”苏群说。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
空间还有多大？

每当各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时，总会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有
人认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会增加
企业负担，有人认为现行最低工资
标准还有大幅上调空间。而实际
上，单谈任何一种观点都有失偏颇。

据介绍，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
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一把“双
刃剑”。如果提高得过慢过少，会
影响低收入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
本生活水平，甚至出现用工荒。但
如果提高得过快过多，则会加重企
业负担，可能导致企业裁员，从而
不利于稳定和扩大就业；如果上调
幅度超出当地经济承受能力，还会
影响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调
整过于频繁，则会干扰市场的正常
运行等。因此，最低工资调整的最
终目的是要让企业能够得到发展，
让职工工资也能够有所提高，达到
双赢的局面。

（综合新华社电）

多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劳资双方感受各有不同

薪酬定“红线”双赢是关键

标准是如何制定的？
据介绍，最低工资的测算有

两种方法：比重法与恩格尔系数
法，两种方法均参考上年度当地
人均生活费用、职工个人社保公
积金费用、全市平均工资、经济发
展水平、失业率、赡养系数等六个
指标，根据不同的测算公式，综合
确定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为何要分月薪时薪？
最低工资标准的月薪针对全

日制职工，而时薪针对非全日制
职工。按照相关法律条款的规
定，非全日制工作指一天工作不

超过 4 个小时，一周不超过 24 小
时，因此不能按照全日制工作的
工时进行折算。

是否包括“三险一金”？
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

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
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不
得低于其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
准：（一）因延长工作时间而获得
的工资；（二）中班、夜班、高温、低
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
境、条件下的津贴；（三）法律、法
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
等。

五险一金是否包括在最低工

资内，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而
定。从各地公布的情况来看，除
北京、上海明确最低工资标准都
是剔除了“三险一金”后的净收
入，其他省份均将三险一金包含
在最低工资内。

适用于哪些行业？
最低工资标准适用范围包括

各种经济类型的企业、有雇工的
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与
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的；政府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劳动者
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在试用期、
熟练期、见习期内的劳动者。
（据新华社重庆4月10日电）

最低工资标准问答
▶▶相关链接

视觉 新闻

4月 9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附
近，一名警察在威斯摩尔兰县富兰克林地区中
学外警戒。当日，一名男学生手持刀具在该中
学教学楼内攻击他人，造成至少 20 人受伤，多
名学生伤势较重。 均为新华社发

综合新华社电 4月 10日上午，
海南澄迈县欣才学校组织学生春游
时，一辆载满小学生的客车发生侧
翻，当场造成 8名小学生死亡、32人
受伤，其中4名重伤。

侧翻事故原因初步查明，事故
发生时，车队行驶道路为正在施工
的道路，雨天路滑，司机操作不当。

据了解，事故车辆没有超载，荷
载47人，实载47人。澄迈县副县长
王胜介绍说，学生就读学校组织的
春游活动未在教育局备案、报批。
目前，该校校长已被警方控制，保险
理赔工作已经启动。

上图为救援人员正在事发现场
施救。 新华社发

海南学生春游发生车祸
8 名小学生死亡

这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动力班锅炉房旧
址（4月10日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今年将建侵
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公园。侵华日军第七三
一部队遗址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研制并使用
细菌武器犯下反人类罪行的铁证。

东方东方ICIC供图供图

带＊表示不含劳动者个人应缴纳的养
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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