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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调整方案为：拟将我省
月最低工资标准由原来的 1260
元/月、1380 元/月、1500 元/月，
分别调整为 1550 元/月、1650 元/
月、1750 元/月。年平均上调幅
度为 6.1%。

拟将我省非全日制用工小时
最低工资标准由原来的13.2元/小
时、14.4 元/小时、15.7 元/小时，分
别调整为 16.3元/小时、17.4元/小
时、18.5元/小时。年平均上调幅
度为6.5%。

最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

人缴纳的“三险一金”（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
金）。最低工资不包括下列各项：
加班加点工资；中班、夜班、高温、
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
条件或者特殊工作环境下的津
贴；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
非工资性劳动保险福利待遇；用
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非货币性
补贴。

即使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
食宿，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也不
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早报讯（记者 王亚楠）昨日，天
府早报记者从成都公交集团了解
到，自3月13日起，成都公交集团将
分批次开行 12 条夜间公交线路。
首批3条线路：夜间1路(二环路顺
时针环线)、夜间2路(二环路逆时针
环线)和夜间6路(黄土村公交站—
成都东客站)今日将按时刻上路
了。晚归的人们，再也不用担心没
有公交车回家了。

根据成都市常规公交线网布局
特点，结合主要商圈、居住区分布及
大数据分析，2018年将分批次新开
12条夜间线路，主要覆盖成都市东
西南北主要客流集散通道，提升市
区各商圈、餐饮、娱乐、交通枢纽、学
校、医院、工业园区等大型场所的夜
间公交服务水平。

记者了解到，夜间公交开行后，
原则上出收车时间周日至周四服务
时间为22:00-00:30，周五至周六服

务时间为22:00-01:00，节假日期参
照周末时间执行。后期可根据乘客
需求再适度调整。同时，将采取按
时刻表运行模式。对应各商圈客流
集散时间，如商场下班时间，到站时
间晚于下班时间。在票价方面，也
将与现有票价体系保持一致。

成都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夜间线路全部开通后，成都市
22:00—01:00间运营线路比例将达
到32%，进一步提升成都市夜间公
交服务水平，方便广大乘客夜间公
交出行。后续，成都市公交集团将
根据夜间线路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
线路优化调整与新增。

同时，夜间公交将结合成都市
商圈及道路布局特点，形成“环+放
射”形状夜间公交服务网络。同时，
充分考虑夜间公交线路之间相互衔
接、相互饲喂，便于乘客有效换乘夜
间公交线路。

早报讯（记者 赵霞）绿
意萌发在 3 月，植树增绿正
当时。3月9日，成都市青羊
区城管局（区林园局）组织
开展了一系列缤纷多彩的
义务植树活动。区城管局
组织了 70 余名干部职工代
表在东坡四威北路绿地开展
了现场植树活动。大家分工
合作，配合默契，以积极的态
度、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植树
活动中，现场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经过大家的努力，

100余颗芙蓉、紫薇等花乔被
有序地栽种到了四威北路的
绿地上，一下子让这块绿地
充满了生机。

同时，3月8日上午，区城
管局还与金沙小学联合开展
了“推进全域增绿，建设美丽
新青羊”活动。小朋友和老师
家长与城管局工作人员一道
栽种紫薇树 16 棵，还许下了

“我与小树共成长”的美好愿
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家乡
种下绿色和希望。

早报讯（记者 赵霞）昨日
上午，成都市成华区上百名党
员来到龙潭街道湖秀一路，开
展“全域增绿 全民参与”主题
义务植树活动，带头落实全域
增绿计划，为建设美丽宜居公
园城市贡献力量。

天府早报记者在植树现
场看到，大家纷纷撸起袖子，
挥锹舞铲，挖坑植苗，填土浇
水，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

象。不到两小时，一株株玉
兰、桂花、樱花、天竺桂等300
余株树苗都已栽好。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3月 12日，成华
区共在多宝寺绿地、东风渠
绿地、成华公园、二仙桥公园
等点位通过认建认养、抚育
管护等方式全面开展义务植
树活动，共计参与义务植树
活动约 10 万人次，植树 11 万
余株。

我省拟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最低1550元/月

单位提供食宿 也不能低于最低标准
■天府早报记者 周琴

今年我省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工资指导线。目
前，省人社厅正在向社会征求调整意见。其中月最低工资标
准由原来的1260元/月、1380元/月、1500元/月，分别调整为
1550元/月、1650元/月、1750元/月。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基准
线确定为7%，上线（预警线）11%，下线3%。

年平均上调幅度为6.5%

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
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
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
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
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
酬。自 1995 年起，我省建立最
低工资标准制度，出台了《四川
省最低工资保障规定》，规定每
年 7 月 1 日 前 确 定 或 调 整 一
次。2004 年，原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出台《最低工资规定》，规

定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针对
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2015 年，
人社部又对最低工资标准政策
进行了调整，专门下发《关于做
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作的通
知》，明确要求各地充分考虑当
地经济形势发展和企业实际情
况，稳慎把握调整节奏，将最低
工资标准由每两年至少调整一
次改为每两至三年至少调整一
次。根据人社部的通知要求，

2016 年省人社厅发出通知，将
最低工资由过去的每两年至少
调整一次改为今后一个时期每
两至三年至少调整一次。经过
开展全省最低工资标准评估，
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讨论
决定，2016 年、2017 年暂不调整
最低工资标准。由于到 2018 年
7 月 1 日已满三年，按规定我省
最低工资标准应当在 2018 年 7
月1日前进行调整。

2018 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拟
调整方案为：拟将企业工资指
导线的基准线确定为 7%，上线
(预警线)确定为 11%，下线确定
为3%。

企业工资指导线制度是政
府对企业工资分配进行宏观调
控的一种制度，是企业开展工资

集体协商的基本依据。其主要
作用是引导企业在生产发展、经
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合理确定
职工工资水平。我省从 2003 年
开始建立企业工资指导线制度，
2017年，我省企业工资指导线基
准线为 7.5%、上线（预警线）为
12%、下线为3%。

企业工资指导线基准线拟定为7%

最低工资最高档拟调整为1750元/月

背景资料>>>

月最低工资标准

年平均上调幅度为6.1%

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13.2元/小时

14.4元/小时

15.7元/小时

16.3元/小时

17.4元/小时

18.5元/小时

调整

调整

调整

最低工资调整方案

成都将开通12条夜间公交 今日先开3条
（一）覆盖府河星城、中海国际、清波

小区、黄田坝、西部智谷、高朋、美洲花园、
大源、中和、红砂村、万科魅力之城、华
林小区、东林小区、八里桥等人口密集区；

（二）服务成都东客站、火车北
站等大型枢纽，方便长途夜间出行
与到达乘客；

（三）连接凯德商圈、欧尚、仁和
春天、家乐福、国美、伊藤洋华堂、东
湖商圈、万达广场、万象城商圈、SM
广场、龙湖天街、春熙路、盐市口、太
古里等大型商圈和综合体，方便市
民夜间消费公交出行；

（四）途经华西医院、中医附院、
省医院、省骨科医院、西区医院等大
型医院场所，为市民夜间就医提供
公交出行选择；

（五）对接天府软件园、工业园、
来福士广场等写字楼区域，为上班
族乘客夜间通勤出行提供服务。

推进全域增绿 建百花争艳新青羊

美丽成华全域增绿 青山绿水是“种”出来的

具体覆盖区域>>>

夜间1路为顺时针环线，起讫
点成都东客站（东广场）—成都东客
站（东广场）。从成都东客站（东广
场）发出，经岷江路、邛崃山路、迎晖
路、二环路东四段、沿二环路底层道
路（顺时针）运行一圈后原路返回至
成都东客站（东广场）。

夜间2路刚好逆时针运行，从

成都东客站（东广场）发出，经岷江
路、邛崃山路、迎晖路、二环路东三
段、沿二环路底层道路（逆时针）运
行一圈后原路返回至成都东客站
（东广场）。

夜间6路是一条穿城线路，起
讫点为黄土村公交站—成都东客站
（东广场）。从黄土村公交站发出，

经成飞大道、光华大道、瑞联路、二
环路、清江路、蜀都大道、祠堂街（单
边）、西御街（单边）、东御街（单边）、
（返程：人民东路）、顺城大街、东大
街、芷泉街、东大路、沙河铺路、锦绣
大道、金马河路（返程：大渡河路、龙
泉山路、岷江路）、邛崃山路至成都
东客站（东广场）。

今日开通的3条夜间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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