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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 〔2018〕 44号

中共林芝市委員会 林芝市人民政府
美子F「友 《林芝市国有企立負責人

薪酬管理亦法(減行)》 的通知

各具、区委,各芸、区人民IEA府 ,市委各部委,市各委、亦、局 ,

各人民囲体,駐市中宣、区宣各単位 :

《林芝市国有企立負責人薪酬管理亦法(拭行 )》 己姿市委、

市政府同意,現印友分休fl,清磐合実昧,大真貫御机行。

中共林芝市委員会

林芝市人民政府

20184「 3ノ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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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市

固有企立負責人薪酬管理亦法
(減行 )

第一章 息 興J

第一条 力切実履行国有資声出発人取責,建立有妓的企立

久責人激励有釣束机tll,促逃企立改革友晨わ国有姿声保値増

値,根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企立国有姿声法》《企立固有資声監

督管理哲行条例》等法律法規,参照《西蔵自治区国資委監管企

立負責人新酬管理哲行亦法》,錯合我市実昧,tll定本亦法。

第二条 本亦法所称企立久責人足指《林芝市国有企立久責

人変菅立鏡考核拭行亦法》 (以 下筒称 《考核亦法》)中 規定的

企立久責人疱目。

第二条 企立久責人薪酬管理遵循下rll原 ス1:

(一 )堅持激励与釣束相統一ぅ薪酬々八隆、責任相一致,

牧入与径菅立鏡相桂鈎。

(二 )堅持短期激励々中長期激励相錯合,促邊企立可持紋

友晨。

(三 )堅持妓率仇先、兼願公平,象伊出資人、企立久責人、

駅二等各方的合法収益。

(四 )堅持物反激励 精々神激励相錆合,提侶ネ献精神。

第二章 薪酬杓成和碗定

第四条 企立久責人薪酬錯杓由基本年新、飲数年薪、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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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牧人二部分杓成。党攻机美交流至1企立任釈的企立久責人参

照 《林芝市美子か張市属固有企立飯早人員眺伍建没的実施意

見》執行。

第五条 企立主要久責人基本年新接照《林芝市市属国有企

立分美的実施意見》碗定企立分炎,井根据上年度企立在蘭取エ

泣友平均工姿碗定。

商立英国有企立基本年新汁算公式力:基本年薪=上年度企

立在蘭駅工庄友平均工姿。

公益英国右企立基本年薪汁算/AR式 力:基本年薪=上年度企

立在関取工泣麦平均工姿×1.1。

第六条 企立其他負責人的基薪,由 企立釆取民主淑1坪 、根

据其任取蘭位、取責、承担八隆等情汎合理碗定分配系数。計算

公式力:

企立其他負責人基薪=企立主要負責人基新×企立其化負責

人分配系数。

第七条 企立負責人的新酬分配系数:

(一 )根据企立負責人取券象男1和取能分工,対企立久責人

的基本年薪及須数年薪裁1分取券系数。具体系数支1分女口下:

1.企立董事K、 党委 (党支部ギ通 )、 恙埜理的基本年新及

鏡数年薪取券系数力 1.

2.企立副取的基本年新取券系数力企立董事K、 党委 (党支

部ギ泥 )、 恙埜理的 0.8,其後数年薪取券系数在企立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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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 (党支部ギ泥 )、 恙径理的 0。 7‐0。8え同不等,具体接年度

立須考核的民主汗洪情況碗定,満 意度在 80%以 下的系数力 0。 7,

満意度在 80%(合 80%)…89%的系数力 0。75,満意度在 90%及

以上的系数力 0.8。

(二 )被考核企立独立核算的分、子公司及以下企立負責人

的考核亦法由母公司tll定。原ス1上分、子公司主要久責人薪酬恙

額不得高千母/AR司 主要久責人的0.8倍。具体倍数由母公司董事

会或薪酬委員会考核井接程序晩定。

(三 )委托径菅企立接照相美llT波抗行。

第八条 企立負責人鏡数年新与笙菅立須考核錆呆緊密桂

竹,以基薪力基数,根据企立負責人的年度盗菅立須考核象男1和

考核分数碗定,恙体原ス1足“提低、横中、限高"。

第九条 企立負責人須数年薪具体汁算公式力:

鏡数年新足指与企立久責人年度考核坪介結果相咲系的1交

入。以基本年新力基数,根据年度考核浮介結果井結合墳数年薪

渭市系数碗定。

企立久責人年度考核坪介系数依据 《考核亦法》考核分数碗

定,毎高子′意分 100分的十今百分点か 0。 1分 ,未完成年初曰林

考核実行倒わ分,毎低千恙分 100分的十企百分点榊 0。 1分。年

度考核系数最高不超辻 1.5。 鉄数年薪渭市系数主要根据企立功

能性庚、所在行立以及企立資声恙額、菅立牧入、オ1潤 ′こ額、人

員規模等因素碗定,最高不足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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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算公式力:鏡数年薪=基本年薪×年度考核坪介系数x鏡数

年薪瀾市系数。

第十条 当年本企立盗菅敷益或在蘭取ェ平均工姿未増K
的,企立久責人鏡数年薪不得増長.

第十一条 企立久責人在蘭履取情況有年度考核奪末后当
期見現的鏡数新金的友放相結合。

(一 )因今人原因,姿須奴llL准 ,考核年度高蘭叶同累汁
15夭 以内 (合 15天 )的 ,わ戒高蘭人数 1/3的墳敷薪金;

(二 )因企人原因,4笙奴批准,考核年度高蘭叶同累汁 15

天以上、1今月以内 (合 1今月 )的 ,拒城高蘭天数 1/2的鏡残
新金;

(三 )因 /1・人原因,姿須鉄批准,考核年度高蘭叶同累汁 1

今月以上、2今月以内 (合 2今月 )的 ,お城高蘭天数 3/4的鏡
敷薪金;

(四 )因今人原因,各姐象批准,考核年度高蘭叶同累汁超
ミ2企月的,わ戒高蘭期目的全部須数新金;

(五 )檀 自高出的,按企並相美労功管理tll度芦格仇行.

第十二条 任期激励牧入足指有市管国有企立負責人任期
考核浮介筆果相咲系的牧入。根据任期考核浮介筆果,在不赳辻
企立久責人任期内年薪Jこ 水平的30%以 内碗定。

具体汁算公式力:任期激励牧入=任期内年薪 (基本年薪十
鏡数年薪 )恙水平×任期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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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立久責人任期鰊合考核澤介力不足任的,不得飯取任期激

励牧入。因本人原因任期未満的,不得飯取任期激励;♯本人原

因任期未満的,根据任期考核汗介錯果,錯合本人在企立久責人

蘭位共昧任取叶同及貢献友放相泣任期激励牧入。

第二章 薪酬党現

第十三条 市IEA府 国姿委依据年度径菅立墳考核錯果対企

立負責人実行失冬,井把任期埜菅立墳朱合坪介結果作力企立久

責人任免的重要依据。

第十四条 企立在考核年度期日因埜菅管理不善早致企立

出現言損的,其法人代表及班子其化咸貝的鏡数年薪力寒。

第十五条 企立負責人薪酬接照薪酬常核部日核定的新酬

方案支付。基本年薪按月支付。根据考核結果,鏡数年薪由市国

資委碗汰抵わ后最終光現金額,当 年党現須数年薪的9o%,其余

10%的鏡数年薪在次年考核筆末后逃行党現;基本年薪及 90%的

墳数年薪羹須在考核完成后的当期会十年度内完成党現,途期不

予見現。企立法定代表人任期年末、退体、蘭位調高、辞取,泣

接受常汁部目的高任常汁,井根据埜済責任常汁筆果,党現延期

的墳数年薪,女口在高任常汁中友現有重大 1司 趣的,格枷戒其/1N部

延期党現的須数年薪。

第十六条 企立取ェェ姿増長幅度与企立的不1潤増K額桂

鈎。言板企立原只1上不得漱工姿,不1潤 有増長的企並可以毎年増

長工姿,仁工姿増長額泣控帝1在不1潤増長額的 50%以 内;女口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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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有言損的,必須弥ネト以前年度言抜后的実昧増K不1潤 ,作

カエ姿増K依据。

第十七条 任期激励牧入在任期錯末后,根据任期考核坪介

錯呆一次性光現;任期期日高任的,根据高任常汁結果、任期考

核坪介準果わ任取期限一次性見現。

対任期内出現重大失浜、分企立造成重大損失的,根据企立

久責人承担的責任,由薪酬常核部日久責追索枷回部分或全部己

友須数年薪和任期激励牧入。追索拒回亦法近用千己高取或追体

的市管国有企立負責人。

第十八条 企立久責人任駅未満一今考核年度的,接当年実

昧任取月数十算新酬,兼任多今取券的,接就高不就低原只1碗 定 ,

不得重夏領取。企立久責人因蘭位交功凋高企立的,自 任免文件

下友次月起,除接当年在企立負責人間位実昧工作月数十提的鏡

数年薪和庄友任期激励牧人外,不得墾紋在原企立飯取新酬,ェ

姿美系不得保留在原企立。国有企立負責人因工作交功高升原蘭

位仁工資美系按規定保留在原企立的,自 任免机美下友任免ミ知
文件次月起,其工姿牧入参考本企並同蘭位負責人的基本年薪碗定,

除接当年在企立久責人間位実昧工作月数汁提的鏡数年薪和泣友任
期激励牧入外,不得墾数在原企立頷取鏡数年薪

～
任期激励牧人.

第十九条 企立辻反国家法律法規等有美規定,友生重特大
安全与廣量責任事故、重大不境汚染責任事故、影噛社会稔定重

特人事件、声重腐敗条件、不接規定決策和対外担保造成重大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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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損失等情汎的,其企立法人代表及分管頷早均不得頷取鏡妓新

金,井追究有美責任人的責任,情市戸重的,分予妃律炎分或対

企立久責人逃行調整;対友生重特大安全生産事故的,除分予相

美党妃攻先丈理外,透格炎千一定径済炎調,渉嫌犯罪的,依法

移送司法机美炎理,井対渉嫌逹法逹妃企立負責人鏡妓薪金及延

期見現薪金予以哲停友放,待筆案后対逹先逹法的久責人墳妓薪

金及延欺党現新金予以オロ除。

第四章 附 只1

第二十条 母公司企立負責人兼任其分、子公司企立久責人

的,需埜国資委批准,兼取不兼新,其新酬在母公司頷取。

第二十一条 被考核企立独立核算的分、子公司企立負責人

的薪酬管理,可参照本亦法由母公司執行。

第二十二条 埜上象有美部11批准,31逃的特殊人オ可根据

市場行情筆合企立共棒承受能力酌情碗定。

第二十二条 企立久責人筑等規疱福不1性待Iit参照《西蔵自

治区国資委監管企立久責人新酬管理哲行亦法》執行。

第二十四条 其化市属国有企立可参照本亦法抗行 .

第二十五条 本亦法由市政府国資委負責解粋。

第二十六条 本亦法自2018年 1月 1日 起施行。

抄送:区党委亦/Ak斤 、区政府外公斤,区国資委,各明景区管委会、

米林水場、察隅水坊、易貢茶場。

中共林芝市委員会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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