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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

麦贤得：“我的生日是‘8月6日’”
新华社记者 黄明 于晓泉 刘一诺

走进粤东饶平县汫洲镇汫北小学校门，
一座英雄事迹展览馆吸引了祖国各地的人
们前来参观。展览馆的主人公，就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最大一场海战中，最具光彩的一位
英雄——麦贤得。

1965年8月6日凌晨，在著名的“八六”
海战中，我海军611号护卫艇轮机兵麦贤得
因头部被弹片击中而昏迷，伤处流出的脑脊
液和血糊住了他的眼睛。渐渐苏醒后，麦贤
得忍着巨大的疼痛仍坚持作战，凭着练就的
一身“夜老虎”技能，排除了轮机停机故障，
使舰艇迅速投入战斗。凯旋后，麦贤得被国
防部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611艇被海
军授予“海上英雄艇”荣誉称号。

“50多年来，老麦始终像战士一样，保持
着钢铁般的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和麦贤
得一同参战立功的战友彭德才说。

头部战伤给麦贤得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经历了四次大手术后，残缺的头盖骨被植入
两块有机玻璃替代，一直到今天。严重的后

遗症也始终伴随着他：外伤性癫痫、右手无
力、偏瘫、行走受限、失忆、语言障碍……

“从我认识老麦开始到现在，他每天要
服用六七种药，最多时甚至有十多种。”与麦
贤得相携近半个世纪的老伴李玉枝说。

“我的生日是‘8月6日’！”麦贤得一字
一句地告诉记者。

“虽然语言存在沟通障碍、失去了很多
记忆，但老麦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第二次
生命是党和人民给的，如果没有各级的奋力
抢救，就没有自己的今天！”李玉枝说，回报
祖国、回报人民、回报社会，这是老麦最大的
心愿。

有一次，强台风在部队驻地登陆，狂风
裹挟暴雨冲击着整个城市。“人们都躲在家
里，而刚从外地开会回来的老麦却找不到人
影了。”李玉枝回忆，漫天的狂风暴雨，身体
并不利索的麦贤得能到哪里去？

冒着风雨四处寻找了很久，全家人最后
都只能失望地回到家里。这时，儿子麦海彬

打开电视，想通过直播了解抗灾情况，突然
发现记者的镜头里出现了父亲——上身只
穿着一件背心的麦贤得，满身泥水地在海滨
长堤上参加抢险救灾……

每每提到汫北小学，麦贤得都会露出纯
真的笑容，那里有他求学时的童年回忆。
2013年，麦贤得购买了一批书籍，为母校建
立了一座图书阅览室，并和老伴联系社会爱
心人士捐款，设立奖学金；组织协调学生到
广州大学、汕头大学、“海上英雄艇”参观见
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从611艇到2319艇，“海上英雄艇”荣
誉称号已经传承三代，麦贤得的目光始终没
有离开这艘英雄的舰艇和这支炮火中诞生
的英雄部队。他每年都会回到“娘家”，鼓励
英雄艇传人树立崇高的人生追求，努力为党
和国家作贡献。

“我是一个老兵，也是一个小小螺丝
钉。”“八一勋章”获得者、“人民英雄”麦贤得
倍感自豪。 /新华社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
新华社记者 潘志伟

“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
工作一天。”今年“五一”前夕，在“学习吴运
铎‘把一切献给党’精神火炬接力”主题阅读
实践活动上，数十位参与者齐诵吴运铎的
《把一切献给党》作品选段，铿锵有力的朗诵
声在武汉野战国防园的国防教育馆广场上
久久回荡。

“要继续脚踏实地、勤奋工作，把劳模精
神传承下去。”活动现场，2021年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建科工华中钢结构公司
焊工李荣清接过火炬，目光坚毅。

2017年开馆的吴运铎纪念馆坐落于武
汉市蔡甸区野战国防园内，面积约500平方
米，共陈列文献、报刊、图片、实物、画作、模
型和影视作品等数千件。展厅里，一张泛黄
的报纸引得不少参观者驻足。那是1951年
10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发了一篇专
题报道《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
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彼时，吴运
铎刚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
授予特邀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受邀到北京
参加国庆观礼。“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之名，
传遍祖国大地。

吴运铎，祖籍湖北武汉，1917年生于江
西萍乡，早年曾在安源煤矿当工人。1938年

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
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抗日根据地子弹厂厂
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
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引信厂厂长，株洲兵工厂
厂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奉命转移至淮
南抗日根据地。敌人层层封锁，军工生产
困难重重，他想方设法带领同志们自制土
原料、土设备，为前方部队制造急需的枪炮
弹药。一次在修复前方急需的炮弹时，雷
管发生爆炸，他左手被炸掉4个指头，左腿
膝盖被炸开，左眼晶体被炸破，几近失明，
昏迷不醒十余天。他带领技术工人研究改
良武器装备，成功研制出射程达540余米
的枪榴弹和攻打碉堡的平射炮，以及定时、
踏火等各种地雷，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
重要贡献。

“心中没底，不敢动手。”面对凶险的枪
炮研制工作，吴运铎也曾有过害怕。他在自
传中回忆，一次面对摸不清底细的炸弹时，
两条腿不知不觉地从弹坑里往外走，这种举
动让他感到十分羞愧。“临阵脱逃不仅是怯
懦而且卑鄙，死又有什么可怕，任何工作都
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字里行间是舍生忘死

的信念与决心。
在战争年代，他始终以顽强毅力战胜伤

残，坚持战斗在生产、科研第一线。他说：
“活着就要完成任务，死了就算革命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送他到苏联去治
疗。经过精心治疗，他的左眼重见光明。根
据自己的成长、战斗经历，吴运铎写成的自
述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后来被译成多种
文字，在国内外广为流传。

吴运铎曾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机械科
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等职，主持多项兵器科研工作，为国家
培养了大批军工人才，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
部队装备作出重要贡献。离休后，他应邀担
任京、津、沪好几所工读学校的名誉校长和
许多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并担任一些刊
物、群众团体的顾问，为教育事业、残疾人事
业作出了新的贡献，民政部、人事部、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授予他“全国自强模范”的光荣
称号。1991年 5月 2日，吴运铎在北京逝
世，享年74岁。

2009年，吴运铎入选“100位为新中国
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9
年，他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新华社

近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长春市
2021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有所调整。

据了解，根据吉林省统计局发布的吉林省
202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信息
显示，长春市202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
平均工资为90372元。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对长春市2021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进行调
整如下：

一、长春市（含双阳区、九台区、榆树市、德惠
市、农安县、公主岭市）2021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
基数上限调整为22593元。

二、铁路分中心及其下设分理处缴存职工的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标准按照沈阳铁路局统一标
准执行。

另外，为了让广大缴存单位及职工了解2021
年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的相关事宜，
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政策进行了相关解
读。

缴存基数调整依据为: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标准》(GB/
T51271-2017）等相关规定，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
基数应每年核定一次。

缴存基数计算口径为:1、各缴存单位应以
2020年度(自然年度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
月31日)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2021年度住房公积
金缴存基数。

2、计算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工资总额，应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统制
字(1990）1号)核定。

缴存基数上、下限核定为:
1.缴存基数上限的核定。职工的住房公积金

缴存基数最高不应高于职工工作地设区城市上一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据吉林省统计局发
布的吉林省202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
平均工资 90372 元计算，月平均工资的 3倍为
22593元(90372元÷12个月X3倍)，较2020年度
月缴存基数上限 21422 元增加 1171 元。职工
2020年度月平均工资高于22593元时，缴存单位
应以22593元作为职工2021年缴存基数。

2.缴存基数下限的核定。职工的住房公积金
缴存基数最低不应低于职工工作地设区城市公布
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
布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吉政函(2017)97
号)，长春市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780元;双阳区、
九台区、榆树市、德惠市、农安县、公主岭市月最低
工资标准为1480元。(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住房
公积金缴存基数随之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
1.铁路分中心及其下设分理处缴存职工的住

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标准按照沈阳铁路局统一标准
执行。

2.各单位应为全部符合规定的职工办理缴存
基数调整。

3.有关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单位可通过长春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上办事大厅进行办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省财政厅
近日共同发布《关于2021年调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按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财政部《关于2021年调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20
号）要求，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审批，省政府批准，确定从2021年1月1日
起，为2020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
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含退职，下同）人员调整
基本养老金。

调整办法和标准
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采取定额调

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
一是定额调整，每人每月增加36元。
二是挂钩调整。
1.与缴费年限（工作年限）挂钩。退休人

员缴费年限25年以下部分，每满一年，每月
增加1.0元；缴费年限26年至30年部分，每满
一年，每月增加2.2元；缴费年限31年至35年
部分，每满一年，每月增加3.6元；缴费年限
36年及以上部分，每满一年，每月增加4.8
元。上述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不含

特殊工种折算年限）不足一年部分均按一年
计算。按照“五七家属工”政策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的企业退休人员不参与缴费年限挂
钩调整。

2.与基本养老金水平挂钩。为2020年
底本人月基本养老金（不含职业年金）数额
的1%。

三是倾斜调整，以下退休人员再适当增
加基本养老金。

1.高龄退休人员。截至2020年12月31
日，年满70－74周岁的每月增加40元；年满
75－79周岁的每月增加50元；80周岁及以
上的每月增加60元。

2.艰苦边远地区范围的县（市、区）企业、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5元。

3. 企业退休军转干部按上述标准调整
后，基本养老金达不到调整后当地（所在市、
县，省直管统筹单位为省）企业退休人员月
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的，补足到该水平。

其他事宜
1.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2014年10月1日）后新退休人员，若目前领
取临时核定待遇，暂按目前临时核定待遇为

基数确定养老金水平挂钩调整标准，待按改
革后的办法核定基本养老金后，重新计算调
整标准，已领取的待遇多退少补。

2.已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由社会保险局发放的基本养
老金按前述企业退休人员调整办法和标准
进行调整。其中，符合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条件的，待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手续后，由社会保险局重新计算待遇调整
标准。

3.退休人员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按
照退休时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
各占基本养老金的比例，分别从其个人账户
余额和统筹基金中列支，个人账户余额为零
时，全部从统筹基金中列支。在计算个人账
户余额和统筹基金支付比例时，过渡性养老
金与基础养老金合并计算。

资金渠道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

员，调整基本养老金所需资金从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列支。未参加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的企业退休人员可参照执行，调
整所需资金由原渠道解决。

符合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条件的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已由社会保险
局发放的，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由社会保
险局负责发放；基本养老金尚未由社会保险
局发放的，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仍由原渠
道发放。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全面实施
后，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将依据相关政策规
定由各级财政部门、社会保险局和参保单位
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结算。

审批和发放
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工作，由

退休人员待遇发放地社会保险局按照调整
办法核定新增待遇，安排资金，组织发放。
未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新增养老
金发放仍按照原渠道组织实施。

调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工作，按照属地原则，在各级政府统一领
导下，由各参保单位主管部门、当地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社会保险局共同组织实
施。各参保单位主管部门负责申报，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审核，社会保险局做好
新增基本养老金发放工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我省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

长春市调整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