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青岛7月16日电（曾涛、李唐）圆满
完成跨区机动训练任务和赴香港参加解放军进驻
香港20周年庆祝活动的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16
日返回青岛某航母军港。

经中央军委批准，辽宁舰航母编队6月25日
从青岛某航母军港起航，参加跨区机动训练和解
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庆祝活动。编队坚决贯彻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示精神，精心筹划，
精细组织，精准落实，历时22天，先后航经渤海、
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域，总航程4600多海里。

辽宁舰航母编队
返回青岛某航母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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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7月16日，消防人员在火灾事故现场忙碌。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据新华社南京7月16日电（记者陈刚、郑生
竹）16日4时左右，江苏常熟虞山镇漕泾2区74
幢发生火灾，造成22死3伤。经公安部门调查取
证，这是一起纵火案，嫌疑人姜某某已被抓获。

16日4时29分，常熟公安部门接到群众报
警，称虞山镇漕泾新村二区74幢发生火灾。119
指挥中心立即调集14辆消防车，71名消防官兵
赶赴现场处置，5时28分大火被扑灭。

事发地为一处城市居民出租商品房屋，系江
苏四阿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租住的员工宿舍。
起火建筑为两层带阁楼砖混结构，建筑面积约
200平方米，过火面积约200平方米。经调查核
实，事发时该房屋内共住有29人。经对现场彻
底清理，确认死亡22人。3位伤者均为轻伤，无
生命危险。

江苏常熟发生纵火案
死亡22人 嫌疑人已被抓获

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军队机关公文处理
工作条例》，自 2017年 10月 1日起
施行。

《军队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

是一部重要的军事法规，是指导军队
各级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基本依
据。对现行条例进行修订完善，是着
眼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贯
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加强军
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条例》共设8章 40条，对军队
机关公文处理工作原则、公文的种
类和格式、行文规则、办理程序和
管理要求等作出新的规定，吸收了
军队和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
研究成果和新鲜经验，反映了新体

制下军队机关公文处理工作与时
俱进的发展要求，使军队机关公文
处理工作更具科学性、指导性和适
用性。

《条例》的发布施行，有利于提
高军队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质量和

效率，推动机关公文处理工作进一
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对于保
证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的贯
彻落实，保证各级机关有效履行职
能，更好地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
准备服务，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军队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

你拿到了吗？
有的户外工作者没拿到，有的地方多年标准不变

热！热！热！12
日入伏以来，全国多
地陷入持续“蒸烤模
式”，南北方大范围地
区最高气温达 35℃
以上。近期，多个部
委和地方政府出台防
暑降温措施应对，尤
其要求高温津贴要发
放到位。

“新华视点”记者
调查发现，地方在政
策落实上还不到位，
有一些户外劳动者表
示并未拿到高温津
贴，有的地方高温津
贴标准多年不变。

多地下文
应对高温天气

根据2012年出台的《防暑降
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安排
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
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
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
高温津贴。

从7月3日起，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对用人单位是否遵守高温
津贴规定等内容开展专项检查。
与此同时，河北、福建、天津以及
哈尔滨、济南等地均下发通知要
求做好高温天气防范应对工作。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我国各
地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因此，高温
津贴发放的时间、周期、标准并不
统一。

在发放时间上，多数省份是
在6月至8月或9月之间，海南则
是从4月至10月，福建是从5月
至 9 月，其间均可发放高温津
贴。在发放周期上，有的是按月
发放，有的按日计算发放，而河北
省则按照小时计算。此外，多数
地方的发放标准是每月 200多
元，广东为每月150元，最高的是
天津，每月630多元。

河北近期宣布，调整夏季高
温津贴试行标准，即从事室外露
天作业的劳动者每人每小时增加
0.5元，即由1.5元调整为2元；没
有防暑降温设备或有防暑降温设
备但达不到降低工作场所温度效
果的室内劳动者，每人每小时增
加0.5元，即由1元调整为1.5元。

记者采访发现，高温津贴不发
放的情况仍存在。在炎热的杭州地
铁6号线奥体中心施工现场，记者
采访37岁的宁波人徐前，他负责现
场的挖掘机调度。6月份，他拿到
了500元的高温津贴。但是，在同
样的工地上，一些杂工却未领到高
温津贴。贵州人代群是工地的保洁
清洁工，她说并不知道高温津贴如
何发放，目前只有一天领到两瓶盐
汽水降暑。

“什么叫高温津贴？没听说过。”
老段是北京前门大街上的一名保安，
每周工作7天，一个月拿3200元的

工钱。
记者在北京街头采访了数名建

筑工人、快递师傅、停车场管理员等
户外劳动者，他们中的很多人表示没
有拿到高温津贴。有的说不了解相
关政策，有的说知道政策却并不敢向
领导要。在北京西城区某停车场，一
位管理员说：“给不给还不是老板说
了算。”

不按时、不按标准发放高温津
贴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存在。据了
解，2016年夏天，在东部某个副省
级城市集中开展用人单位夏季防暑
降温政策法规执行情况的专项检查

中，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发现，有的单
位高温津贴没有随6、7月份的工资
一起发放，而是要等到9月份时集
中发放；有的单位不了解新的高温
津贴发放标准，仍然按照旧标准进
行发放。

此外，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地
区的高温津贴标准多年不变，未根
据当地的经济发展及天气情况进行
调整。

例如，广东现行的高温津贴标准
制定于2012年，每人每月150元。
事实上，早在2007年，广东便出台
《关于公布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

知》：室外作业及高温作业人员每人
每月15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
月100元。记者对比两个文件发现，
除了将室内外高温津贴标准调至一
致外，津贴标准始终停留在最高150
元的水平。

“10年前买一瓶矿泉水五毛钱，
现在涨到两块钱。但高温津贴的标
准却一成不变，这不太合理。”广东某
国企员工柳女士说。记者了解到，湖
南现行高温津贴标准制定于2005
年，每人每月 150 元；河南则执行
2008年制定的每人每工作日10元
的高温津贴标准。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
略决策，出台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方案，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举措
取得重大突破。为全面总结和展示改
革的进展和成就，中央组织拍摄了十
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

底》。该片将从7月17日起在中央电
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并在融媒体平台
同步推出。

该片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充分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

感，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整体谋
划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六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带领13亿
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扎实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

该片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全景式、
权威性的梳理总结，既体现了较强的

思想性和理论深度，又讲述了人民群
众身边生动的改革故事。全片共分十
集，分别为《时代之问》《引领经济发展
新常态》《人民民主新境界》《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延续中华文脉》《守住绿水
青山》《强军之路（上、下）》《党的自我
革新》《人民的获得感》。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这

部政论专题片的推出，将进一步鼓舞
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
改革正确方向，保持改革定力和韧劲，
继续解放思想、勇于实践，把全面深化
改革事业不断向前推进，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今日开播
——充分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非凡历程

7月16日，南鹏岛被困人员安全抵达珠海机
场。当日上午，受台风“塔拉斯”影响，一批游客在
广东阳江以东约19海里处的南鹏岛上被困，情况
紧急。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紧急派遣专业救助
船和救助直升机前往救助，将岛上被困49人安全
救出。 新华社发

49名游客被台风围困
南海救助局紧急救援

有的劳动者没听说过高温津贴，有的地方标准多年不变

专家建议:把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等写进劳动合同
多年来，高温津贴的落实一直

是个难题。多名受访者认为，需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用人单位落
实防暑降温的主体责任。同时，要
加强对劳动者的政策宣传，提高他
们的维权意识。

广东省社科院法律与治理现代
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黄硕说，有
关部门每年都会进行相关执法检
查，建筑、餐饮、快递等行业的问题
比较突出，应将这些行业作为重点
进行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侵害劳动
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有专家建议，应该健全、完善职
工高温津贴制度，及时适当调整高
温津贴标准，通过工会等协助劳动

者与企业平等协商，把高温天气劳
动保护等写进劳动合同。

记者注意到，天津市已经建立
起高温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
制。即把上年度的职工月平均工
资除以职工月平均工作天数21.75
天，再乘以12％。2016年度，天津
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5265 元，以
此推算，2017年的高温津贴标准为
每天29元。

黄硕表示，高温津贴标准如何
制定和调整，应当举办听证会，让更
多高温下的劳动者参与讨论，更好
地保护他们的权益。

此外，有专家提出，除了发放津
贴，还应科学调整高温下劳动者的

作息时间。按照《防暑降温措施
管理办法》要求，日最高气温达到
35℃以上、37℃以下时，企业应当采
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
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
天作业劳动者加班。但记者采访发
现，仍有很多工地为了赶工期，让工
人顶着烈日酷暑加班干活。

重庆市安监局总工程师何建平
认为，对于违反国家劳动保障法律、
行政法规有关工作时间、工资和津
贴规定，侵害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
的用人单位要依法责令其改正并给
予严厉的惩戒。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记者
吴书光 赵小帅 袁慧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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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武汉7月16日电（黄艳、霍丹彤）记
者15日从农业部在湖北枝江举办的高品质菜籽
油产地加工现场观摩活动了解到，我国已自主研
发出绿色、高效、低耗的油菜籽加工技术，比传统
技术节能20％、节约成本30％以上。

据介绍，这一新技术由中国农科院油料所
联合多家单位共同攻关完成，是高品质菜籽油
7D产地绿色高效制备新型技术装备与自动控
制系统。

我国自主研发油菜籽
绿色加工技术节能20％

“辽宁舰”在海上进行训练（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高温津贴高温津贴

7月16日，来自河南的李帅恒（中）在工地上为父亲擦汗。当日，50余名农民工子女来到父母工作的北京亦庄中建二局
一公司的施工现场参观，体验父母在高温下劳动的辛苦。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