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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也简称“中山二院”）

皮肤

科将于明天举行 2019 年“护足护肤周”科普公益活动，为

大众普及真菌性皮肤病

（手足癣，甲真菌病等）

及其预防保

健方法， 现场还将为患者进行义诊并推荐合理的治疗方

案。届时，该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鲁莎和医学博

士马坚池将为广大市民进行义诊。

黄艳 张阳 刘昕晨

中山二院明天有“脚气”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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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白天，广州市各区普遍

出现雷阵雨，各区高温预警信号

全部取消。23日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大暑。大暑小暑，上蒸下煮。高

温还会回来的。 预计，未来三天

广州市天气渐趋炎热，午后有雷

阵雨，并伴有6～8级阵风和雷电。

气象部门预测，24日， 广东

省仍多雷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市

县伴有短时强降雨和6～8级的短

时大风；25日～26日高温范围逐

渐扩大，最高气温普遍介于33℃

～36℃。具体预报为：24日，粤西、

珠三角市县多云，有中雷雨局部

暴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有分

散雷阵雨局部大雨， 最高气温，

梅州、河源35℃～36℃，南部沿海

市县30℃～32℃，其余市县32℃～

34℃；25-26日， 南部沿海市县

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

市县晴到多云，有分散或局部雷

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市

县介于33℃～36℃。

广州今日多云， 有雷阵雨，

气温介于26℃至33℃之间，吹轻

微的偏南风；明日，多云，午后有

雷阵雨，气温介于27℃至35℃之

间，吹轻微的偏南风。

黄熙灯

市人社局介绍，调增采取定额调整+挂

钩调整+倾斜调整相结合的原则。

其中，定额调整：体现公平性，每人每月

定额加发60元。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得、长

缴长得。“挂钩调整， 一是与本人养老金水

平挂钩，按照本人调整前基本养老金月标准

加发2.2%。 二是与本人缴费年限挂钩，缴费

年限

（含视同缴费年限，下同）

每满1年增加1

元；超过15年的部分，每满1年再增加1元。公

式：与缴费年限挂钩增加的基本养老金=缴

费年限×1元+

（缴费年限

-15

年）

×1 元。 本

部分增加额少于15元的，按15元发放”。

倾斜调整则是对高龄退休人员和企业

军转干部等群体予以照顾。 具体来说，一是

高龄退休人员倾斜调整，按以下标准一次性

发放养老金：2019年6月30日前

（含当日）

，年

满70周岁不满75周岁的，全年加发600元；年

满75周岁不满80周岁的， 全年加发1200元；

年满80周岁不满85周岁的， 全年加发1800

元； 年满85周岁不满90周岁的， 全年加发

2400；年满90周岁不满100周岁的，全年加发

3600；年满100周岁的，全年加发6000元。 上

述增加的养老金单列，不纳入基本养老金年

度调整基数。 二是对企业军转干部倾斜调

整。 参加企业养老保险的企业退休军转干

部，基本养老金在本次调整后如仍未达到我

市调整后企业养老保险月人均基本养老金

水平3586元的，按每月3586元计发。

广州113万退休人员加薪

广州市调整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2019

年度基本养老金，113万人

将加薪了。 昨日，记者从广

州市人社局获悉， 按照广

东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关

于2019年调整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的通知》

（粤人社

规〔

2019

〕

19

号）

的规定，广

州市近日调整提高了企业

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的基本养老金， 调整提高

的基本养老金于7月23日

发放。 调整后，广州市企业

养老保险月人均基本养老

金水平3586元。

据了解， 本次调整范

围为 2018年 12月 31日前

（含本日）

在广州市按月领

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从

2019年1月起调整提高基

本养老金；2019年1月至6

月期间， 首次按月领取基

本养老金的企业退休人

员， 从首次领取基本养老

金当月起调整； 机关事业

单位2019年1月首次按月

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

员，不参加本次调整。

在核定首次领取基本

养老金月标准时， 其退休

年度视同为2019年。 广州

市人社区介绍， 本次年度

调整， 惠及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113万人。

黄艳 穗人社宣

调整办法：定额调整+挂钩调整+倾斜调整

举例说明：

昨日，《意大利：知识之美》展广州站在广东科学中心正

式开幕，显微镜、叉勺、无人机等展品，以艺术交互的形式向

观众展示了意大利在科技文化创新方面突出的成就。 据悉，

展期为7月23日~8月31日。

据悉，广州站的展览分“健康、环保、太空、食物与营养、

文化遗产”五个主题领域，其中在“文化遗产”展区，通过图文

介绍、实物等，展示了多面太阳钟、色彩艺术等。 意大利的文

化遗产保护研究在国际上有极高的声誉，负责文物保护和修

复工作的意大利机构结合了传统工艺和最先进的技术，他们

可以修复曾被认为永远失去的珍贵藏品。

成小珍 吴晶平

去科学中心见识意大利“知识之美”

案例二：

陈伯，78岁， 缴费年限40年

（含视同缴费年

限）

，调整前基本养老金每月5187.10元。 则本次调

整：

①定额调整：每月定额加发：60元，

②挂钩调整：

与养老金挂钩加发：5187.10×2.2%=114.12

元，

与本人缴费年限挂钩加发：15+（40-15）×2=

65元，

③倾斜调整：陈伯已过75周岁，一次性单列发

放1200元。

因此，每月加发额60+114.12+65=239.12元；

调 整 后 ， 基 本 养 老 金 达 到

5426.22

元

/

月

（

5187.10+239.12=5426.22

元）。

补发 2019年 1～7月增长额合计 239.12×7=

1673.84元，倾斜调整一次性加发1200元，此次共

补发2873.84元。

案例一：

李阿姨，61岁， 缴费年限32年

（含视同缴费年限）

， 调整前基本养

老金月水平3417.31元。 则本次调

整：

①定额加发：60元，

② 与 养 老 金 挂 钩 加 发 ：

3417.31×2.2%=75.18元，

③与本人缴费年限挂钩加发：

15+（32-15）×2=49元，

每月 加 发 额 60 +75.18 +49 =

184.18元。

调 整 后 ， 基 本 养 老 金 达 到

3601.49

元

/

月

(3417.31 +184.18 =

3601.49

元

)。

补发2019年1～7月增长额合计

184.18×7=1289.26元。

因地铁施工需要，目前环市

西路火车站路段西行仅剩两条

车道通行，火车站地中海停车场

已关闭，请前往广州火车站及接

送旅客的市民尽量搭乘公共交

通工具。

———广州交警越秀大队交警 闫影献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晨早

一叮

义诊时间：

明日 9:00~12：00 ；14：30~17：00

活动地点：

中山二院本部门诊大楼 1A 层皮肤科门诊

（越秀区沿江西路

107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