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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马鈜

本报讯 春节要自驾回家的旅客

要迎来个令人不太开心的消息了，在

享受到油价“ 十三连跌”后，昨日国

内成品油价格有所抬头，这也是八个

月来的首次上涨。

国家发改委宣布上调国内成品油

价格，汽柴油从2月1 0日零点开始每

吨上调290元和280元，折合成90号汽

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21 元和

0.24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

升上涨0.22 元，95号 汽 油 每 升 上 涨

0.24元。记者了解到，调价后，本市92

号汽油每升上涨0.23元，为5.97元/

升，95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为6.36

元/升，0号柴油每升上涨0.25元，为

5.59元/升。

201 4年7月以来,伴随着国际原油

价格的“ 断崖式”下跌，国内成品油零

售价格也出现罕见的“ 十三连跌”局

面，汽油价格全面进入“ 5元时代”。

本计价周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

响，国际油价跌宕起伏，但基于美元

汇率、产油国地缘政治紧张等因素的

影响，国际油价整体呈现上涨趋势。

然而，市场普遍认为，由于供需

基本面并未有明显改善，近期国际油

价的反弹并不意味着油价短期内将

重回上行通道。预计市场在消化掉钻

井数量减少、石油生产商削减开支等

因素后将回归理性。但油价继续探底

的空间也已非常有限。

13连跌后 本市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3元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春节长假期间，还有些上

班族需要坚守岗位。记者从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在2月1 9日

（ 正月初一）、2月20日（ 正月初二）、2

月21 日（ 正月初三）当天加班的，单

位应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

工资的300%支付加班工资。

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 5年部

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月1 8日至2

月24日放假调休，共7天。其中，2月1 9

日-2月21 日为春节法定节假日。根据

相关法规，用人单位在2月1 9日-2月

21 日期间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按照

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

300%另行支付加班工资；2月1 8日、2

月22-24日期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加班的，可以选择给劳动者安排补休

而不支付加班工资，如果不给补休，

则应当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

小时工资的200%支付加班工资。

计算加班工资时，日工资按平均

每月计薪天数21 .75天折算，小时工

资则在日工资的基础上再除以8小

时。即：

节假日加班工资=加班工资的计
算基数! 21.75" 300%

休息日加班工资=加班工资的计
算基数! 21.75" 200%

每小时的加班工资，则以日加班
工资除以8小时。

在确定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时，

劳动合同对工资有明确约定的，按不

低于劳动者所在岗位相对应的工资

标准确定。劳动合同对工资没有明确

约定的，按集体合同约定执行。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对工资标准无明确约

定的，按劳动者本人所在岗位正常出

勤月工资收入的70#确定。如按上述

规定计算出的基数低于本市最低工

资标准的，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计

算。目前本市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

1 820元。

如 果 劳 动 者 的 加 班 工 资 被 克

扣，可以直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

反映，或通过拨打电话1 2333进行

举报。

春节若加班 报酬须知晓

初一至初三加班应付3倍工资 纪委通报2起违反
八项规定精神案例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市纪委昨

天通报2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

型案例。

第一起为201 4年8月，上海电机

学院教务处处长刘军等七人，借云南

昆明开会之机，赴丽江等地公款旅

游。中共上海电机学院纪律检查委员

会给予刘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成

刘军等人退回相关费用。对负有领导

责任的副院长杨若凡诫勉谈话。

第二起为201 3年1 2月，闵行区

华漕镇政府办公室时任副主任张伟

德以虚列会议费形式套取现金，用于

支付镇公务用车费用。闵行区华漕镇

纪委给予张伟德党内警告处分。

韩正调研市委统战部

本报讯 市委书记韩正昨天上午

在市委统战部调研时强调，统战工作的

根本任务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

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上海的统战

工作要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广泛强大持久的力

量支持。

9日，一位消费者在为车辆加油。 新华社 图

本报讯 市委书记韩正昨天下午

在市高级人民法院调研时强调，要充

分认识依法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中的突出作用，积极稳妥推进

司法体制改革。市高院要积极推进

“ 阳光司法，透明法院”建设，从严治

院、狠抓队伍建设，从严管干部、从严

要求领导班子，打造一支坚定理想信

念、坚守法治信仰、遵循职业道德、恪

守职业良知、公正为民司法的队伍。

韩正强调，全市党员干部、全市

法院系统干部，都要向邹碧华同志学

习，他是上海的骄傲，更是上海法院系

统的骄傲，要在全上海、特别是法院系

统，形成人人自觉向邹碧华同志学习的

良好氛围。

韩正调研市高院
要求向邹碧华学习

2月9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廉政

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他强调，

各级政府和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纪

委五次全会相关部署，深化改革，依

法行政，正风肃纪，廉政勤政，持续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促进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张高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汪洋、马凯，国务委员常万全、郭声

琨、王勇出席会议。国务委员杨晶主

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

书记王岐山应邀出席会议。

李克强对今年政府系统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

一是放权限权，坚决打掉寻租空

间。今年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

事项，大幅减少投资项目前置审批，全

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以权力“ 瘦

身”为廉政“ 强身”。要对中介服务进

行清理，破除垄断、规范收费、加强监

管，坚决消除审批的“ 灰色地带”。

二是严管公帑，确保资金安全运

行。政府收支一律纳入预算并公开，

向老百姓交出一本能看得懂的“ 明白

账”。加强对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

监管，决不能让全民资产变成少数腐

败分子的“ 私人钱袋”。

三是勤政有为，推动重大决策落

实。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主动作为，

善谋善为，干事创业谋发展。重大任务

要明确分工，逐级签订目标任务责任

书，立下“ 军令状”。重点工作要严格

时限，确保完成，说到做到，不放空炮。

四是标本兼治，坚定不移惩治腐

败。要遵章守纪纠“ 四风”，大力倡俭

治奢，持续推进政风作风转变。惩防

并举肃贪腐，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对

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惩戒，猛药去疴，

重典治乱。

五是坚持“ 一岗双责”，认真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据新华社电

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

放好权管住钱抓落实惩贪腐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

在上海分会场讲话强调，全面落实十

届市纪委四次全会部署，抓好本市政

府系统廉政建设。要筑牢拒腐防变的

思想防线，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

重要的位置，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

高压线。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着力铲除滋生腐

败的土壤。要大力推动作风建设常态

化长效化，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推动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杨雄要求，要把顶风违纪搞“ 四

风”作为重点，紧盯重要时间节点，进

一步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整改措施，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

化，防止“ 四风”反弹回潮、死灰复燃。

要紧盯“ 四风”问题新形式、新动向，及

时采取相应对策措施和制定规章制度。

杨雄：严查顶风违纪

市政府部署
2015年重点工作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

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部署201 5年市政府重点工作、201 5年

本市“ 两会”代表建议和提案办理工

作，研究制定《 上海市201 5年-201 7

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围绕到2020年本市基本建成“ 四

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总体

目标，本轮“ 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将以

“ 提升环境质量、促进转型发展”为主

线，加大大气、水等重点领域治理力

度，加强能源、产业结构布局优化调整

等源头防控，强化资源节约和循环利

用，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加大环境

监管执法力度，以环境保护促进转型

发展，以发展转型推动环境质量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