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时评

2014年 9月 16日 星期二 HENAN DAILY 中国新闻
责任编辑 归 欣 孔学姣6

公务员该不该涨工资的话题
近期成为公众关注焦点。有公务
员晒出工资条“有图有真相”呼唤
涨薪；更多围观者表示公务员应先
做好本职工作、提高公众满意度，
然后再“谈钱”。无论支持还是反
对，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牵动着公
众神经，体现了群众对收入分配改
革的期待。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认识中，公
务员工资与公务员收入和待遇是两
码事。工资可以晒工资条一清二
楚，但收入和待遇却如同雾里看花，

说不清道不明。看明白一张工资条
容易，看清楚工资条背后的真实收
入真难。这也是一说到公务员该涨
工资了，反对声四起的重要原因。

面对公务员吐槽“待遇低”的
说法，不少人最有力的反驳是：工
资低怎么还有那么多人争着当公
务员？公务员享受的住房、保险、
养老、医疗等一系列基本福利的

“隐性价值”，是否也能一清二白晒
出？尤为关键的是，一些公务员除
了工资以外，还沾着“三公消费”的
光，手中权力还能带来不小的“灰
色收入”。一些人甚至通过违法手
段获得大笔“黑色收入”。这些，都

加深了公众对公务员真实收入水
平的疑虑。

目前公务员工资构成中，基本
工资由国家财政保障，全国统一标
准，但津贴、补贴则由各地根据当
地经济发展水平等进行安排。高
补贴、低工资的情况并不鲜见。虽
然被晒出的公务员工资并不很高，
但从整体上来说，衡量公务员真实
收入水平高低，应将其工资、各种
补贴、福利等综合考虑，将账内账
外的收入一并计算。如此，得出的
调查结论才能有充分的说服力。

当然，国家对公务员工资调整
有明确规定。2006 年出台的公务

员法提出：国家实行工资调查制
度，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
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并将工资
调查比较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工
资水平的依据。从法律角度来说，
公务员工资确实应该定期“调整”，
但调整不意味着一定要上涨。在
综合调查社会各群体收入水平的
基础上，以制度的形式确保公务员
的合理社会收入定位，既是收入分
配公平能够实现的基础，也是国情
所决定的必然选择。

以公共财政作为收入来源的
公务员群体，工资收入天然地受到
社会各界密切关注，其包括账面工

资在内综合待遇的高低，对社会收
入分配公平与否具有“标杆”的作
用。群众对公务员工资的高度关
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收
入分配改革的期待。从这个层面
上说，应将公务员工资调整放到社
会收入分配改革中统一考虑推进
步调。推动精兵简政、严控“三公
经费”，实行公务员综合待遇透明
化、公开化，提高国民整体收入水
平、逐步消弭“身份差别”带来的养
老、医疗等待遇差别，只有先把这
几件大事办好，群众心中对公务员
涨工资的疑虑和担忧才能逐步消
解。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据新华社9月 15日电 新一
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 9 月 16 日
打开。市场人士预计，国内成品油
价 格 或 将 迎 来 年 内 首 次“ 四 连
跌”。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 15 日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2
日，一揽子原油价格变化率为负
2.20％。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测
算，9 月 16 日是本计价周期的第十
个工作日，汽柴油调价窗口将再次
开启，根据目前一揽子原油价格变
化率情况，预计本次国内汽柴油价
格下调幅度将超过 110 元／吨。

如果下调最终明确，这将是今
年以来第 8 次下调国内汽柴油价
格，也将是今年以来成品油价格的

“四连跌”。据了解，我国于 2013年
3月底出台完善后的成品油价格形
成机制。按照新机制，国内汽柴油
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
每 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当调价幅
度低于每吨 50 元时，不做调整，纳
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新机制运行一年多来，国内成
品油零售价格经历了 11 涨 13 跌
12 次搁浅共计 36 轮调价周期，其
中汽油价格累计每吨下调 370 元，
柴油价格累计每吨下调 375 元。
2014 年以来，国内成品油零售价
格已经历 7 次下调 4 次上调 6 次搁
浅。进入 7 月份，国内汽柴油价格
已连续三次下调。

油价或迎年内“四连跌”

公务员调薪之争凸显改革期待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 15 日宣布，根据《中
国 人 民 银 行 与 法 兰 西 银 行 备 忘
录》，决定授权中国银行巴黎分行
担任巴黎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这
是继今年 6 月份中国银行成为法
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后，在欧洲大
陆再度获此授权。此外，建设银行
也在 6 月份获央行授权担任伦敦
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这样，欧洲市
场已有法兰克福、伦敦、巴黎三地
有了央行授权的人民币清算行，卢
森堡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尚未公布。

记者了解到，在完成必要的监
管手续后，中行力争最短时间内推
出人民币清算行服务，认真履行承
诺，推动巴黎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

和中法经贸往来进一步发展。中
国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巴黎人民
币清算机制的建立，将有利于中法
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
跨境交易，进一步促进两国贸易、
投资合作自由化和便利化。

中国银行是全球跨境人民币
业务规模最大、专业能力最强的银
行。目前中行共为全球同业开立
人民币清算账户超过 1200 个，为
公司及个人开立人民币账户超过
170 万个。今年上半年，中行共办
理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业务 1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98.7%。中行巴
黎分行去年办理跨境人民币清算
业务超过 13000 亿元，居当地同业
之首。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 15 日在其官方网
站开设了网上发布厅，发布了三起
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这也是最高
检发布的第五批指导性案例。据
悉，网上发布厅今后将适时发布有
关内容。

最高检这次选择了陈邓昌抢
劫、盗窃，付志强盗窃案，郭明先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故
意伤害案，张某、沈某某等七人抢
劫案等三个检察机关在第二审程
序提出抗诉、人民法院予以改判的
案件作为第五批指导性案例，正式
予以发布。

据介绍，通过发布抗诉成功的
指导性案例，客观公正、理性平和
地办理刑事抗诉案件，进一步提高
抗诉效果，也有利于统一执法标准

和尺度。此次发布的三个案例既
包括对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量
刑不当提出抗诉，也包括对人民
法院应当判处死刑而未判处死刑
的判决提出抗诉，通过全面阐述
检察机关抗诉理由和人民法院采
纳抗诉意见情况，进一步明确刑
事抗诉条件和标准，保证抗诉案
件的质量。

刑事抗诉是人民检察院发现
或者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
决、裁定确有错误，提请人民法院
重 新 审 理 并 予 以 纠 正 的 诉 讼 行
为。依法、准确、及时、有效地开展
刑事抗诉工作，对于促进刑事审判
活动程序合法、裁判公正，准确地
惩罚犯罪分子，保护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法
治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新华社电 近期持续的
强降雨致使陕西、湖北、四川等地
不同程度受灾。

记者 9 月 15 日下午从陕西省
民政厅获悉，截至目前，该省 71 个
县区 68.03 万人受灾，5 人死亡，1
人失踪，紧急转移 16.45 万人。全
省农作物受灾 43.69 千公顷，倒塌
和严重损坏房屋 1.79 万间。当地
民政与国土部门正着手开展灾后
恢复重建和冬春生活救助工作。

此外，湖北西部的强降雨天气
导致宜昌、恩施、十堰等山区多地出
现较大规模滑坡地质灾害，房屋倒
损、基础设施损坏严重。截至 15
日，灾害已造成 44.4万人受灾，1人
死亡，3.9万人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

急生活救助，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1.3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22.8千公
顷，直接经济损失 6.9 亿元。当天，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针对湖北省近
期严重暴雨洪涝灾情紧急启动国家
Ⅳ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
赴灾区，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做好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记者还从国家电网四川省电
力公司了解到，受此轮强降雨影
响，四川电网共计 9 座 35 千伏变电
站、18 条 35 千伏线路、229 条 10 千
伏线路停运，7073 个台区、近 51 万
户用户停电。经过连夜抢修，截至
15 日凌晨，总计还有 1 座 35 千伏
变电站、3 条 35 千伏线路、46 条 10
千伏线路未恢复供电。

部分省份因暴雨受灾
国家减灾委启动应急响应

央行授权中行担任
巴黎人民币清算行

最高检开设网上发布厅
首次发布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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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在浙江省苍南县龙港舥艚社区渔港码头，
渔民在装扮出港渔船。2014 年东海伏季休渔将于今日
结束，渔民们忙着织补渔网、整修渔船、给渔船加冰和补
给用品。

9月 14日，在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北部的大连新机
场建设工地，重型卡车穿梭忙碌。大连采取离岸填海的方
式建设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目前该项目的总平面图及新
机场沿岸商务区——概念性总体规划已经亮相。

这是 9月 15日拍摄的三峡枢纽泄洪场景。按照国家防汛抗旱总指
挥部批复要求，9 月 15 日凌晨起，长江三峡枢纽工程正式启动新一轮
175 米试验性蓄水，本轮蓄水工作属近年来首次与防洪调度同步开
展。预计 10月底或 11月份，三峡工程将蓄至 175米水位。 新华社发

三峡再启175米蓄水

9 月 15 日，从湛江海安港开来的最后一班客滚轮驶入
海口港。随着 2014 年第 15 号台风“海鸥”逐渐逼近海南，
当日 13时，琼州海峡全线停航。

均为新华社发

三问南海大气田
哪些区域将受益？

未来几年，随着深水大气田正
式开发和投用，香港、广东、广西、海
南等地百姓家的灶台上，将点燃来
自南海深水的天然气“蓝焰”。

据悉，中海油正在规划建设一
条连通南海西部环海南岛所有气区
的海上天然气管输大动脉，将把深
水气田和近海主要气田串联起来，
建成“南海大气区”。目前，从崖城
气田到香港的 778 公里输气管道已
经建成。

南海大气区建成后，将充分满
足华南和香港地区的工业和民生用
气，所产的天然气还有望进入全国
天然气骨干管网。此外，南海大气
区也将预留接入空间，为南海中南
部深水天然气开发奠定基础。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题图 陵水 17-2-1 井测试获得高产油气

流（2014年8月18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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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15日电 中国海洋石
油总公司 15 日宣布，“海洋石油 981”钻井平
台日前在南海北部深水区测试获得高产油
气流。据测算，这是中国海域自营深水勘探
的第一个重大油气发现。

此次发现的陵水 17－2 气田距海南岛
150 公里，其构造位于南海琼东南盆地深水
区的陵水凹陷，平均作业水深 1500 米，为超
深水气田。

中海油南海西部石油管理局局长谢玉
洪介绍说，陵水 17－2 测试日产天然气 5650
万立方英尺，相当于 9400 桶油当量。“测试获
得高产油气流，创造了中海油自营气井测试
日产量最高纪录。”他说。

这也是“海洋石油 981”深水钻井平台投
用以来，首次在深水领域获得的重要发现。

“海洋石油 981”是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第
一座深水钻井平台，其中许多设计都是按南
海海况“量身定做”，于 2012 年 5 月 9 日在南
海海域正式开钻。

世界对深水的概念随着深水勘探技术
的发展不断演化。目前从水面到海床垂直
距离达到 500 米以上的可称为深水，1500 米
水深以上为超深水。深水海域已成为近年
来全球油气勘探开发的重要接替区域。

中国南海油气资源极其丰富，70％蕴藏
于深海，但深海勘探难度极大。此次陵水
17－2 气田的发现，不仅证明了我国南海深
海丰富的油气资源潜力，也意味着我国已基
本具备深水油气开发的能力。

大气田有多大？
由于获得国家储委储量认定

尚需一定程序，中海油此次并未
公布气田储量预测。但从目前测
试结果看，基本明确这是一个高
产大气田。

据中海油负责人介绍，陵水
17－2 气田测试日产天然气 5650
万立方英尺，相当于 9400 桶油当
量。一般来说，探明储量 300 亿
立方米以上的气田可称为大气
田。目前估算看，该气田探明储
量可能远高于这一标准。

以中国近海最大的合作气田
崖城 13－1 气田为例，该气田探
明储量为 1000 亿立方米。

此外，根据 BP 世界能源统计
年鉴，2013 年，我国天然气产量
为 1171 亿立方米。

1500米有何意义？
陵水 17－2 气田平均作业水深

1500 米，是超深水气田。这一发现
说明我国海洋石油工业基本具备在
深水、超深水自营勘探的能力，我国
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正逐步走向
成熟。

由于深海地质条件复杂，油气
勘探开发技术难度和投入呈几何倍
数增长，此前全球深水油气勘探一
直为少数国际大石油公司垄断。

我国广袤的南海海域拥有丰富
的油气资源，但其中 70％都蕴藏于
深海。在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
提高的背景下，陵水 17－2 深水大
气田的勘探突破，打开了一扇通往
南海深水油气“宝藏”的大门，对于
保证国内油气供给和减少对外依存
度具有重要意义。

深水擒“气龙” 南海开“宝藏”

我国南海发现
首个自营深水大气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