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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疆发布公告，为自治区地
矿局、乌鲁木齐高新区、昌吉农科园招
聘9名聘任制公务员。“新华视点”记者
发现，仅10月份以来，已有四川德阳、
河南开封、山西省、新疆四个地区发布
招聘聘任制公务员的公告。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目前，全国至少已有21个省
份“试水”聘任制公务员招聘。

中办、国办不久前印发《聘任制公
务员管理规定（试行）》，对聘任制公务
员的招聘、管理、出口等方面进一步明
确。打破公务员“铁饭碗”的聘任制将
如何实现“常态化”？

专业门槛高是聘任制公务员岗位
共同特征

专业门槛要求高是聘任制公务员
岗位的共性特征。山西省大数据产业
办公室招聘的两名聘任制公务员，明确
要求有5年以上大数据相关行业从业
经历；新疆地矿局主任工程师岗位要求
具备10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且具有
相应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河南
开封市招聘的地方海事局船舶检验师，
要求具备注册验船师（C级及以上）资
格，具有两年及以上船舶检验或同类工
作经验。

据了解，目前，我国公务员有选任
制、委任制、聘任制三种类型。聘任制
公务员源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
公务员法，其中提出机关根据工作需
要，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
职位实行聘任制。

2007年，深圳、上海浦东两地在全国

率先开展聘任制公务员试点，此后试点范
围陆续扩大到北京、江苏、湖北等地。

2015年，武汉大学建筑与土木工
程专业硕士毕业生朱立伟通过公开招
聘成为武汉市首批聘任制公务员。他
在新洲区阳逻开发区管委会建设运营
主管岗位上，全程参与开发区两个PPP
项目谈判、签约、落地推进。“我是2015
年10月签约上岗，合同聘期是3年，聘
期结束后可以考虑续聘，或自由求职。”
朱立伟说。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
说，聘期制是聘任制公务员与委任制
最大的区别。委任制公务员只要工作
不犯严重错误，就能一直干到退休，是

“铁饭碗”。“聘任制公务员聘期一般是
1年到5年，聘任到期后就可能不再聘
任，若年度考核不称职就会被解除聘
任合同。”

并非全是“高薪”，有猎头开出三倍
工资挖人

聘任制公务员是否是公务员队伍
中的“高薪”群体？记者采访发现，不同
地区、不同部门聘任制公务员待遇水平
存在较大差异。

山西省大数据产业办公室此次招
聘公务员，列出的年薪为30万到40万
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矿局主任工
程师岗位年薪为13万到15万元，乌鲁
木齐高新区招聘的人力资源规划师、招
商运营总监、国有资产监管专员3个岗
位，年薪均为15万到25万元。而武汉
市首批公开招聘的聘任制公务员，给出

的年薪为税前16万元。当地干部表
示，这个薪酬水平确实比一般公务员要
高，但也仅属于略高于副处级的水平。

委任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由职
务和职级决定，国家与地方都有明确
标准。聘任制公务员的薪酬待遇如
何确定？武汉市人社局副局长徐冬
先表示，聘任制公务员实行协议工资
制，由招聘单位结合市场因素和公务
员工资水平综合考虑。聘任机关确
定的招聘职位工资额度，需报同级人
社、财政部门核定。

北京市一位聘任制公务员介绍，聘
任制公务员岗位需要的金融、法律、工
程领域专业人员，往往在人才市场上也
很抢手。因此，尽管公务员岗位具备一
定的工作平台优势，但也有一些岗位由
于地方政府开出的待遇太低、报名人数
太少而被迫取消。

一位基层人社部门负责人介绍，有
的聘任制公务员聘期还没有结束，就被
猎头公司盯上，开出三倍薪酬水平挖
人。“这些既具备操作经验又熟悉行政
事务的人才特别受青睐，不少单位担心
留不住人。”

从试点走向常态化需进一步细化
待遇、出口等

一些受访人士介绍，新规的出台，
对聘任制公务员的定位、路径、出口都
进一步明确。比如，明确达到聘期满五
年、年度考核均称职等条件，经批准可
转为委任制公务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聘任制

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这些意味着今
后聘任制公务员将从试点走向常态化。

记者梳理发现，前期“试水”招聘的
公务员，多集中在各地新区或开发区，
涉及经济运行、园区建设、海事管理、交
通物流、信息数据等专业领域。一位聘
任制公务员介绍，这类岗位通常与市场
衔接紧密，相应的专业性人才很难从体
制内直接培养。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公务员
队伍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有些发达
国家聘任制公务员占比超过50%。”吴
江说，聘任制打破了公务员职业的“铁
饭碗”，有助于政府部门从市场中遴选
专业人才，提升综合管理水平。

部分基层人社部门负责人介绍，国
家出台的规定使聘任制公务员岗位吸
引力大幅提升，同时赋予各级公务员管
理部门相应综合管理职能。各地将陆
续出台实施细则，今后聘任制公务员将
更常见，岗位也更多元化。

此外，一些业内人士也指出，相对
于委任制公务员招录的“逢进必考”，聘
任制公务员的招聘无疑自由空间更大，
要警惕个别人通过聘任制进行“萝卜招
聘”，转而变成委任制，最后实现公务员
身份的“曲线救国”。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表示，
随着聘任制公务员范围与数量的扩大，
应加强对招聘全过程的审核与监督，提
高透明度，对聘任制公务员的工资增长
机制、转任委任制职级等重要环节明确
实施细则。

新华社北京11月 27日电 昨
日，位于北京西城区冰窖口的中国工
程院人气爆棚——67名2017年新当
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除个别出差请假
外，悉数“到家”。

新院士们早早来到报告厅，等待
捧回院士证书的庄严一刻。

与以往相比，今年中国工程院的
“迎新会”有新气象：一是颁证仪式从
当选次年年中提前半年；二是新当选
院士的“后援团”——家属和团队的主
要成员也首次应邀参加颁证仪式。

中国工程院27日公布今年院士
增选结果：经院士和学术团体提名、两
轮会议评审和选举，从533位有效候
选人中产生了67位新当选院士。

新当选的院士中，男性63人，占
94%；女性4人，占6%。最小年龄49
岁，最大67岁，平均56.37岁，60岁
（含）以下的占85%，更多优秀的中青
年工程科技专家当选。不少来自企业
和基层一线的工程科技专家，以及长
期工作在新疆、甘肃等西部边远地区
的优秀专家当选。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长安道琳，比
尔·盖茨，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雷欧·拉
斐尔·莱夫等18位外籍专家新当选为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截至目前，中
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增至66位。

新当选院士集体观看了中国工程
院建院20周年宣传片《天命》。

党的十九大强调，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战略支撑。“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
奋斗，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们的天命。”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勉励新当选院
士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勇挑重担、建功
立业。

“常怀感恩之心、常念律己之道、
常思岗位之责，”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
李晓红说，“我们要牢记初心、担当使
命，开拓创新、不懈奋进，珍惜荣誉、严
格自律，主动对标国家战略需求，勇攀
科研高峰。”

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每两年进行
一次，现在中国工程院有882名院士。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国
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1至10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
增长23.3%，增速比1至9月份加快
0.5个百分点。其中，10月份利润同
比增长25.1%，增速虽比9月份放缓
2.6个百分点，但仍是今年以来月度
较高增速。

统计显示，1至10月份，在41个
工业大类行业中，38个行业利润总
额同比增加，3个行业减少。其中，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6.3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增长1.6倍，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9.3%，石油和
天然气开采业由同期亏损转为盈利，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利润总额同
比下降21.7%。

1至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24%，同

比提高0.55个百分点；每百元主营
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46元，同比
减少0.26元；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
中的费用为7.38元，同比减少0.25
元；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13.9天，
同比减少0.6天；应收账款平均回收
期为38天，同比减少1天。

10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
产负债率为55.7%，同比下降0.5个
百分点。

“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的
同时，企业效益也在持续改善。”国家
统计局工业司工业效益处处长何平
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持续
下降，利润率持续上升；资金周转加
快，经营效率继续提高；企业杠杆率
下降，经营风险持续降低。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
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
人单位。

新华社海口11月27日电 海南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集
体林权制度的实施意见》，鼓励和引
导农户采取转包、出租、入股等方式
流转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发展
林业适度规模经营。

意见强调，鼓励和引导农户采取
转包、出租、入股等方式流转林地经
营权和林木所有权，发展林业适度规
模经营。优化流转和经营方式，引导
农户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开展联合、
合作经营等方式流转林权，并采用

“保底＋分红”机制，确保农民收益
权。鼓励和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
上，以林权、资金、技术、劳力等要素
为纽带，组建林业专业合作社，充分
发挥林业合作社对促进林业发展、林

农增收的重要作用。采取多种方式
兴办家庭林场、股份合作林场、林业
专业合作社、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等，逐步扩大其承担的涉林项目规
模。

意见还要求，依法保障林权权利
人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禁
止或限制林权权利人依法开展经营
活动。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后，对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天然商品
林，安排停伐管护补助。承包期内，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强行收回农
业转移人口的承包林地。对由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管理并依法
将股权量化到户的林地，收益70%以
上按股分配，其余用于发展林业和公
益事业。、

海南鼓励引导多种方式
流转林地经营权

新华社重庆11月27日电 重庆
市政府2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为
最大限度让利于民，从2018年1月1
日零时起，重庆将取消主城区路桥通
行费。

重庆是著名的“山城”“江城”，
地理条件独特，城市路、桥、隧等交
通基础设施任务重、难度大、成本
高。据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祝轻舟
介绍，从 2002年 7月 1日全市征收
路桥通行费以来，截至 2016 年底，
主城区路桥通行费累计收入 241.1
亿元，用于路、桥、隧租赁费、维护管
理费用和回购贷款的还本付息费用

等。截至今年11月20日，全市完成
路桥通行费征收38.34亿元，已相应
安排支出。

据介绍，从2002年至2016年底，
重庆主城区路、桥、隧的租赁费、维护
管理费和回购贷款的还本付息费等
支出总计357.3亿元。收支之间产生
的116.2亿元差额，均由市级财政预
算安排支付。在明年主城区路桥通
行费取消后，回购路、桥、隧的贷款本
金和支付利息、内环以内城市道路租
赁费用，以及今后路桥隧日常维护管
理和大中修费用等，将由政府另行筹
措资金承担。

重庆明年元旦起
取消主城区路桥通行费

新 华 社 济 南 11 月 27 日 电
2016年起，山东在13个县（市、区）
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
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记者从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了解到，截
至今年10月末，山东省“两权”抵押
贷款余额 60.3 亿元，比试点前增长
420%；13个试点地区“两权”抵押贷
款余额 53.7 亿元，比试点前增长
780%。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货币信
贷管理处副处长李伟说，长期以来，
缺少有效抵押物是农民贷款难的主
要原因，而通过“两权”抵押，原本

“沉睡”的农村资产变成了“活钱”，
有效缓解了“三农”融资难题。

在山东省武城县，农乐蔬菜合作
社今年就通过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
抵押获得500万元的贷款支持。“合
作社将830.8亩流转土地的经营权抵
押给山东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他们为这笔贷款提供担保，很快当地
农商行就向合作社发放了贷款。”农
乐蔬菜合作社理事长谭强德说，合作
社计划扩大种植规模，需购进大量种
子、农资，这笔贷款帮了大忙。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货币政策
工具的引导作用，提高金融机构推
进“两权”抵押贷款积极性，中国人
民银行济南分行优先满足业务开展
较好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再贷
款、再贴现资金需求。试点以来，累
计向参与试点的地方法人机构发放
再贷款29.53亿元。

同时，为缓释“两权”抵押贷款
风险，13个试点县（市、区）全部设立
风险补偿基金。据介绍，截至今年
10月末，试点县（市、区）到位风险
补偿金1.49亿元，比年初增加2600
万元。13个试点县（市、区）还全部
引入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融资增信，
涉及贷款余额1.64亿元。

山东“两权”抵押贷款余额
突破60亿元

逾20省份“试水”聘任制公务员
打破“铁饭碗”如何实现常态化？

□新华社记者 李劲峰 乌梦达 孙飞

今年前十个月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保持较高增速

中国工程院新增院士67名
平均年龄约56岁

盖茨等当选外籍院士

新华社深圳11月27日电 记者
从深圳市纪委获悉，12 月 1 日起，
深圳全市相关领导干部操办婚丧
喜庆事宜，需要提前进行网上申报
和审批。

目前，深圳市纪委组织开发的领
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监督管理
系统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试运行。
12月1日开始，该系统将正式开始办
理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审
批和备案。

据介绍，深圳纳入婚丧喜庆事宜
审批和备案人员范围包括：市委各部
委办、市人大机关、市政府各部门、市
政协机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
院、市各人民团体、市属事业单位副
处级（或相当于副处级）及以上党员
领导干部；各区（新区）副科级（或相

当于副科级）及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市属、区属国有企业中层及以上党员
领导人员；社区“两委”负责人和股份
合作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非中共党
员领导干部参照执行。

申报事项的范围包括领导干部
本人、配偶、直系亲属的婚庆、生日、
乔迁、晋升、调动，直系亲属丧葬，子
女升（留）学、就业、获奖等。

深圳市纪委要求，党员领导干部
操办婚嫁喜庆事宜，至少在事前10
个工作日登录监管系统填报《党员领
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表》，
履行报告手续。

另外，为直系亲属举办丧葬事宜
的，可当时口头或电话报告，并在事
后15个工作日内登录监管系统补充
报告。

深圳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须提前上网申报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