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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一个雨雪纷飞、大雾弥漫的上
午，在大别山区的汤池畈特种水产养殖场，只见温室
大棚的数个水池里，一片一片、密密麻麻的小乌龟，
正在水中慢慢地游动。此刻，室外的气温已接近 0
度，而温室棚里却有30度以上。

“哎哟，水面上漂的全是小乌龟！这有多少只啊？”
“4 万只！”乌龟的主人、舒城县辉淼农民专业合

作社社长汪中福的回答充溢着自豪。他补充说，在这
样的隆冬季节，乌龟还能吃食活动，首先应该归功于
温泉的特殊作用。

汪中福，家住安徽六安市舒城县山七镇庞畈村，
已年过花甲，是当地一个家喻户晓爱动脑的“能
人”。他家以前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户，母亲早
逝，父兄残疾，自己在不足周岁时意外摔伤，造成右
腿肌肉萎缩，不能负重，不能受寒，落下终身残疾。
这样的三口之家，生活能不艰难？

然而，汪中福不甘命运的摆布，他要自强，他要
创业，他要脱贫致富！

因为对养殖感兴趣，汪中福借了一笔启动资金，
首先选择养猪，进而养野猪，养豪猪；养鱼，也养鳖
……后来发现，乌龟的市场需求量很大，而养殖的人
却不多，便决定集中精力养龟。经过几年的实践与探
索，他终于明白，养乌龟的人少，原因在于：第一，
技术要求高。第二，环境要求高。水质不能差于二
类；水温低于 20度，乌龟就不吃食，进入休眠状态，
如此，一年将有7个月不生长，效益岂不太低了？

提高水温成了当时能否将养龟项目进行下去的关
键。一天，汪中福突然想到，离自家不远的汤池畈有
温泉，水温常年都在 30度以上。由于水量不是很大，

一直没有开发。
汪中福的想法与计划，得到了山七镇党委与政府

的大力支持。很快，他就在汤池畈租了10亩地，建起
了多个养龟池，并将温泉引入池中。自此，汪中福饲
养的乌龟便可常年生长，效益成倍增加，最多的时
候，一年卖乌龟的收入就有四五十万元；2018 年底，
为了建造更多的养龟池，他又投资60万元，在附近的
谢榜村租了 46 亩地，合计达 64 亩。现在，汪中福除
了养龟池里存有商品乌龟2万多斤外，还有10万只龟
苗在今年春季已投放到了新挖的养龟池中。

在社会各界帮扶下，汪中福依靠自己的辛勤劳
动，终于脱掉了贫困的帽子。他的乌龟孵化养殖技术
及野猪、豪猪养殖技术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但是，
一人富不算富。汪中福紧接着又开启了自己独有的扶
贫之路。

汪中福认为，在现有的贫困人口中，残疾人是一
个特殊群体，由于找工作难，他们的脱贫尤为不易。
为此，他决定，自己的养殖场今后只招收残疾人。现
有的十几名员工中，基本都是残疾人，还有少部分是
家中有残疾人的员工。这些人在汪中福的养殖场打
工，既得到了工资，又管吃管住，还学到了技术。山
七镇副镇长张成顺介绍，除个别外，他们中的大部分
人也都成功脱了贫。

残疾人汪中福的脱贫与扶贫之路，受到了方方面
面的鼓励与肯定。他连续多年被安徽省、六安市、舒
城县分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科技特派员；舒城
县残联还将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定为阳光助残就业扶
贫基地；他本人已连续四年被评为舒城县残疾人联合
会名誉主席。

本报北京电（记者寇江泽）日前，
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
理制度改革部际协调小组第二次全体
会议在北京召开。协调小组组长、生态
环境部部长李干杰介绍，今年上半年，
全国固体废物进口量为728.6万吨，同

比下降 28.1%，为顺利完成 2019 年改
革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以来，部际协调小组成员单
位按照年度工作计划，不断完善固体
废物进口管理制度，坚决强化洋垃圾
非法入境管控，着力构建防堵洋垃圾

入境长效机制，持续提升国内固体废
物回收利用水平，积极采取措施应对
相关问题，国内用纸产品市场基本平
稳，废金属进口管理改革扎实有序。

李干杰表示，禁止洋垃圾入境推
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工作自
2017年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的阶段
性进展，不过推进改革依然面临着风
险和挑战。要进一步严格控制许可进
口总量，确保完成 2019 年进口固体
废物总量控制目标任务。

不甘当残疾人，要当自强致富的能人——

温 泉 养 龟 助 脱 贫
沈 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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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洋垃圾非法入境管控

上半年固废进口下降近三成

区域差距为何这么大？

——不同区域最低时薪相差 1 倍
多，福建省最低工资标准分为5档之多

最低工资标准即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
或在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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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社部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包括月标准
和小时标准 2 类。一般来说，月最低工资标
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
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各地调整
最低工资标准时，往往都会同时调整这 2 类
标准。

看最低月薪——数据显示，全国 32 地
（31省份以及广东省深圳市） 中目前已有7个
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突破了 2000 元/月，依
次为上海市 2480 元/月、深圳市 2200 元/月、
北京市2200元/月、广东省2100元/月、天津
市 2050 元/月、江苏省 2020 元/月、浙江省
2010元/月。

看最低时薪——北京市、上海市、天津
市、广东省最低时薪均超20元。北京市以24
元/小时的最低时薪领跑全国，其他依次为上
海市 22 元，天津市 20.8 元，广东省 20.3 元，
深圳市 20.3 元。而辽宁省最低时薪仅为 10.6
元，和标准最高地区北京的差距达到 1 倍
多 。 此 外 ， 时 薪 较 低 的 地 区 还 有 湖 南 省

（11.6 元/小时）、黑龙江省 （12 元/小时） 和
云南省 （13元/小时）。

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异之大，源于各
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根据人社部于2004年
3 月 1 日起实施的 《最低工资规定》，全国各
地最低工资标准是在综合考虑各地居民每年
的生活费用水平、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经济
发展水平、职工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水
平、失业率等因素的基础上得出的。中国劳
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表示：“中国区域
广，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收入水
平有较大差别，各省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差异
自然也会比较大。”

此外，考虑到省区市内经济发展水平也
有较大差距，多地还将最低工资标准再进行
分档。除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深圳
市、西藏自治区、青海省 6地，有 26个省份
均将最低工资标准分为多个档次。其中，大
部分省份分成2档或3档。分档最多的为福建
省，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了 5 档，从 1280
元/月到1700元/月不等。

最低工资影响哪些人？

——保安、保洁、环卫工人等普
遍只能拿到略高于最低标准的工资

最低工资标准与谁有关？
苏海南介绍：“大中型企业、国有单位和外

资企业，一般都不太关心最低工资标准，因为
他们的职工收入普遍远远高于最低标准。主要
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的企业主比较
关心，因为这些企业利润比较薄，企业生存环
境不稳定，如果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幅度大、
频率快，他们的生存压力会比较大。”

谁在拿最低工资？
“生产一线中低端岗位的劳动者，收入普

遍与最低标准持平或略高。包括小微企业、
部分劳动密集型中型企业、非公有制单位的
低端岗位，例如中小微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粗
工、制熟练工、搬运工、低端餐厅服务员，

小区门卫等。”苏海南表示。
记者调查发现，以北京为例，保洁、保

安、超市促销员、客房服务员的工资水平基
本在最低工资稍高水平，尤其是包食宿的岗
位，到手工资会更少一些。同类岗位中，年
龄偏大的从业者，比如50岁以上的保安保洁
等，工资往往偏低一些。

北京某网站上一则招聘环卫工人的启事
上写着：“清扫马路，男女不限，60 岁以
下，8小时2600元，早5点到晚7点，中间有
吃饭时间，月休2天，每个宿舍2人。”

北京北苑路附近某小区保安告诉本报记
者：“现在很多中介会发布高薪招聘保安的信
息，但其实都是幌子，去了之后就不是那么
回事儿了。一般来说，8 小时工作制又包食
宿的岗位，最高工资不会超过 4000 元，拿
3000元左右的也很常见。”

在北京朝阳区某事业单位从事保洁工作
的宋阿姨月工资只比北京市最低工资高出两
三百元。她表示：“现在能找到一份包食宿的
工作已经很好啦！这份工作是亲戚介绍的，

她看我在家闲着，就介绍我过来了，说工作
环境好又包食宿，我都没仔细问工资就签了
一年的劳动合同。我刚来不到一个月，确实感
觉挺好的，平时还有一些小福利，发一些大米、
油这些生活必需品。”北京市东城区某事业单
位的一名财务人员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单位物
业的保洁工资基本在 3600 元至 3880 元，前台
3900 元。“这个钱是我们单位开给物业公司
的，物业公司给到员工个人手里还会更少一
些。算下来，也就是刚达到最低工资标准。”

未来会怎么涨？

——河北省3年未调整最低工资标
准，北京今年增加80元

劳动者希望最低工资标准稳步提高，但
雇佣方的想法则比较复杂。

北京市民陈女士说：“我家小区物业本来
雇了一名花匠，负责整个小区的绿化维护。

但是因为工资太低，每个月只有1700元，他
一个月前离职了。”陈女士表示，物业又是
在小区里建快递柜、又是投放商业广告，挣
的钱肯定不少，但就是不愿意给花匠涨工
资。“他们就想着挣钱，现在小区花园里杂
草丛生，草都长到了半米高也没人管！”陈
女士说。

苏海南分析：“前些年，在劳动力市场供
过于求的背景下，确实出现了部分低端岗位
劳动者收入被压得很低的现象。最低工资标
准的设定，就是为了保障这些低收入劳动者
及其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让每个劳动
者有尊严地劳动。”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
中心高级分析师付一夫认为，从宏观角度
看，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可以增强对
低收入群体的物质保障，缓解收入差距的拉
大，增加居民的获得感，并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居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力，进而释放国民经
济的消费潜力。从企业角度看，能激发劳动
者的工作热情和效率，对企业有利。

据了解，前几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频率
较快。有的年份，一年有超过20个省份上调
最低工资标准；有的城市一年不止一次上调
最低工资标准。经过政策调整，目前各地最
低工资标准差距已在逐年缩小。

近两年，最低工资上调的速度和幅度均
有所放慢。有关部门提出，各地应充分考虑
当地经济形势发展和企业实际情况，稳慎把
握调整节奏，最低工资标准由“每2年至少调
整1次”改为“每2至3年至少调整1次”。苏
海南认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频率的改变，
与2012年后中国经济增速由高速向中低速转
变以及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有
较大关系。”

具体来看，河北省上一次调整最低工资
标准还是在 2016年 7月 1日，距今已有 3年；
青海省、甘肃省、贵州省、湖南省、福建省、
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黑龙江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湖北省、浙江省、山西省
等13省区市自2017年后尚未更新最低工资标
准。2018年，北京最低工资标准从2000元/月
调整到2120元/月，增加了120元；2019年从
2120元/月调整到2200元/月，增加了80元。

专家认为，上调是总体趋势，因为经济在
发展、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在提高。但是，“未来，
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总体上不会像以前那样
调整频次快、幅度大。由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
性增大，经济增速放缓，最低标准的调整总体
上应遵循审慎的原则，应尽可能了解各方需
求，包括保障低端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基本生
活需要和企业的承受能力，在此基础上做出是
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的决策。”苏海南说。

今年以来，重庆、上海、陕西、北京等地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谁 在 拿 最 低 工 资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今年以来，重庆市、上海市、陕西省、北京市陆续调整了最低工资标

准。7月24日，人社部公布了最新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6月份，上海市以2480元/月的月最低工资标准领跑全国，北京市24

元/小时的时薪为全国最高。

最低工资标准是怎么定的？影响着哪些人？未来趋势如何？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城北污水处理厂旁的尾水湿地公园，水上环卫工人正在水面打捞漂浮物。目前各地环卫工人收入普遍较低。
张连华摄 （人民图片）

本报重庆电（记者刘新吾） 8 月
16 日 上 午 9 时 ， 随 着 华 夏 航 空
G52685 航班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顺
利飞抵巫山机场，位于重庆市东北部
的巫山机场正式通航。

巫山机场海拔高达 1700 米。作
为重庆“一大四小”民用机场之一，

巫山机场在正式建成投用后，将促进
当地旅游经济发展，完善全市民用运
输机场布局，改善渝东北地区综合交
通条件，促进三峡库区旅游业发展和
移民安稳致富。

据悉，巫山机场建设项目属4C级
支线机场，按照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28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200 吨、飞机起
降 3333架次设计进行本期设计建设，
包括3500㎡的航站楼、长2600米的跑
道及相关配套设施，2015 年 5 月获得
初步设计批复，同年10月17日正式开
工，2019年7月竣工验收。

站在 1700 米海拔的巫山机场远
眺，南侧是瞿塘峡，东南侧是巫峡。
机场通航后，旅客可在机场观景平台
俯瞰一江碧水向东流。巫山机场也将
成为目前国内机场中唯一可以观赏到
高峡平湖和三峡红叶等景观的机场。

旅客可观赏到高峡平湖和三峡红叶

重庆巫山机场正式通航

本报上海电（记者沈文敏） 日前
发布的 2019 上海百强企业排行榜显
示，2018年上海企业100强营业收入
达到 69081 亿元，同比增长 13.29%。

其中，有 21 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亿元 （其中民营企业 3 家），是
百强企业排行榜发布以来超千亿企业
数量最多的一次。百强企业净利润合

计为 4433.4 亿元，同比增长 11.37%；
百强企业的入围门槛由上年的49.9亿
元提高到今年的59.6亿元。

2018年上海百强企业不仅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都达到两位数增长，而且
产出指标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资产总
额、员工人数等投入指标的增长幅
度，显示出资产效率和劳动效率持续
改善的良好趋势。

2019上海百强企业榜单发布

沪上21家企业营业收入超千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