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若干具体规定》的通知

科发人教字也2006页367 号

院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我院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工作,现将《中国科

学院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具体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科学院
二 OO 六年十二月六日

中国科学院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具体规定

一、关于工资关系不在本单位人员的工资套改问题
工作人员工资关系不在本单位的,应先转工资关系再进行工资套改,或由工资关

系所在单位进行工资套改。
二、关于一级专业技术岗位问题
除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外,其他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一流人才,拟执行

一级专业技术岗位工资标准的,待国家和院相关规定出台后,再另行申报。
三、关于超职数聘用研究员的问题
1. 研究所自行聘用的项目研究员、特聘研究员以及超过院下达研究员控制职数聘

用的研究员,不能按照研究员岗位套改工资。
2. 2006 年 7 月 1 日前,年满 60 周岁的两院院士,参加工资套改,可不占研究员职

数。 2006 年 7 月 1 日前,年满 60 周岁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及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政协常委、参事,参加工资套改,可不占研究员职数,不担任上述
职务时,核消研究员职数。

3. 符合国家、院有关规定,经单位批准,未办理退休手续,2006 年 7 月 1 日已满 60
周岁的研究员,占单位研究员职数。

4. 1998 年创新工程以前评聘的研究员,未进创新岗位的,原则上可按研究员套改
工资,并按自然减员逐年核消研究员职数。

四、关于任职年限计算问题
1.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套改时的任职年限,是指从聘用到现岗位当年起计算的

年限(只适用这次工资制度改革)。 例如:1996 年聘用的人员,如实际聘任时间没有间
断,任职年限为 11 年(2006-1996+1)。

2.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套改时,试用期、学徒期不计算任职年限。 从聘用当年
起计算任职年限。 例如:2003 年 7 月大学本科毕业,试用期一年,2004 年 7 月定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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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时间为 3 年。
3. 工作人员工资套改时,在相同等级岗位的任职年限可合并计算。 例如:工程师

被聘为助理研究员,其工程师与助理研究员的任职年限可合并计算。
4. 工作人员在专业技术、管理、工勤岗位之间的任职年限不能合并计算。 例如:副

研究员任职 4 年后任处长 5 年,工资执行副研究员标准的:按处长岗位套改,任职年限
为 5 年;如按副研究员岗位套改,任职时间为 9 年。

5. 同岗位系列由较高等级岗位聘用到较低等级岗位的工作人员,如按较低岗位套
改,可将原聘岗位与现聘岗位的任职年限合并计算。 例如:任处长 1 年后任副处长 9
年,按副处长岗位套改,任职年限可合并计算为 10 年。

五、关于套改年限计算问题
套改年限是指工作年限与不计算工龄的在校学习时间合并计算的年限。
1. 工作年限:从参加工作当年到 2006 年计算工龄的工作时间(2006-参加工作年

份+1)。
2. 工作人员考核不合格、不计考核等次的年限,不计算为套改年限。 不计考核等

次的年限,是指连续两个基本合格未升级的年限。
3. 按照国家和院有关文件规定折算的工龄,不计算为套改年限。
4. 双学士、双硕士、大学专科以上肄业生未计算工龄的学习年限均可计算为套改

年限。
六、关于部分人员高定工资档次的问题
被授予省部级以上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仍保持荣誉的,且 1993 年工资制

度改革以来按国家规定高定了工资档次,仍保持荣誉的,原高定一个职务工资档次的,
薪级工资高定 1 级;原高定两个职务工资档次的,薪级工资高定 2 级。 由人事部、中国
科学院选拔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这次工资套改时,原高定一
个职务工资档次的,薪级工资高定 1 级;原高定两个职务工资档次的,薪级工资高定 2
级。 因同一事迹同时获得多个荣誉称号的,不得重复高定档次或薪级。 此类人员须报
院审批后执行。

例如:获国家级先进工作者原高定两级工资,同时获院先进工作者高定一级工资,
属于同一事迹,此次套改只能高定 2 级薪级工资,不能累加计算。 但获国家级先进工
作者原高定两级工资,因国家突出贡献专家又高定两级工资的,此次工资套改可累加
计算,可高套 4 级薪级工资。

七、关于项目聘用人员工资套改问题
2006 年 6 月 30 日前与单位签订了项目聘用合同(已纳入 ARP 系统管理的人

员),实行人事代理,人事和工资关系在本单位的项目聘用人员参加此次工资套改,按
照所聘岗位执行相应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按照套改办法进行套改。 项目聘用人员原
管理办法不变。

八、关于差额或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津贴比例高出 30%部分的处理
这次套改增资,原工资构成中津贴比例统一按 30%计算,津贴比例高出 30%的部

分,套改后纳入单位绩效工资总量,可继续发放,退休时不再作为工资基数计发退休
费。

—2—



例如:某工作人员任副研究员 6 年,套改年限 22 年,职务工资为 729 元,40%标准
津贴为 486 元(30%津贴为 312 元)。 套改后薪级工资为 555 元,岗位工资为 930 元。
实际增资为:1485-729 / 0. 7 = 444 元。 原工资中高出 30% 津贴部分(174 元),暂放入
绩效津贴发放。 该职工退休时,174 元不作为计算退休费基数。

九、关于浮动及固定工资的处理问题
这次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后,国家规定的浮动及固定工资政策继续执行。 在工

资套改时,符合上述规定的工作人员可适当高定薪级工资,最多不超过两个薪级,报院
审定后执行。

十、关于军队转业干部工资套改问题
军队转业干部按本人现聘岗位(职务)套改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 如现聘岗位低

于转业时部队原职务的,根据其现执行工资待遇对应的岗位套改工资。 套改工资后,
原工资高出部分不予保留。

十一、关于回国(来华)定居专家生活补贴计发问题
符合《关于来华定居工作专家工作安排及待遇等问题规定的通知》 (国办发

也1994页102 号)文件规定,享受回国(来华)定居专家生活补贴的人员,其生活补贴按
照岗位工资的 120%计发。

十二、关于合同制工人 13%的工资性补贴问题
院已明确规定,取消合同制工人 13%的工资性补贴,部分单位仍执行的,此次工

资套改后,应全部取消。
十三、关于离岗安置人员工资套改问题
按《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全面推进阶段全员岗位聘任制试行办法》(科

发人教字也2001页137 号)文件规定,办理离岗安置手续的人员,此次工资套改按离岗时
执行的职务(技术等级)工资对应的岗位,套改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 离岗安置生活
费可按离岗安置时与单位约定执行,也可按套改后的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的一定比例
发放。

十四、关于长期病休人员工资套改问题
按照病休前职务(技术等级)工资对应的岗位,执行相应的岗位工资标准;薪级工

资套改年限,按照研究所现有规定执行。 上述人员工资套改后,待遇仍按研究所现有
规定执行。

十五、关于待岗人员工资套改问题
按照待岗前职务(技术等级)工资对应的岗位,确定相应的岗位工资标准;待岗人

员套改薪级时,待岗期间不计算套改年限和任职年限。 待岗人员待岗期间的待遇仍按
照各单位现规定执行。

十六、关于 1993 年工改后受行政纪律处分工作人员工资套改问题
1993 年工资制度改革以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行政降职或撤职处分的,原则上

按新聘岗位套改工资,薪级工资低定 1-2 级。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开除留用察看处
分的,按现聘岗位套改工资,薪级工资低定 3 级,如降低后的薪级工资低于所聘岗位起
点薪级工资的,执行所聘岗位起点薪级工资。

十七、关于 1993 年工改后受行政刑事处罚的工作人员工资套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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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工资改革以来受行政刑事处罚的人员,处罚期满被事业单位聘用后,岗位
工资按现聘岗位确定,薪级工资适当低定,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执
行。

十八、关于正在接受立案或停职审查的工作人员工资套改
正在接受立案或停职审查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暂缓套改工资,待审查结束作出

结论后,再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十九、关于部分保留原待遇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
对符合《中国科学院关于实行岗位聘用制有关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科发人教

字也2004页47 号)文件规定,1998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在原岗位工作,1998 年以后受聘到
较低岗位工作的人员,以及在原岗位聘任满 5 年,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且符合订
立聘用至退休合同条件的人员,可按执行的职务(技术等级)工资对应的岗位进行工
资套改,其他待遇仍按科发人教字也2004页47 号文件继续执行。

二十、关于工作人员正常升级问题
工作人员当年工作满 9 个月以上,参加年度考核,考核合格者,从第二年的 1 月 1

日起,增加 1 级薪级工资。 年度考核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不增加薪级工资。
二十一、关于调动工作人员基本工资确定问题
从国家机关或企业调入的人员,按照所聘岗位确定岗位工资,比照同条件人员确

定薪级工资。
二十二、关于未参加岗位分级办理了退休手续的专业技术人员,计发退休费问题
2006 年 7 月 1 日至本单位完成岗位设置期间退休的专业技术人员,先按照套改

的基本工资计发退休费。 对符合所对应专业技术职务岗位中较高级别岗位聘用基本
条件的,须经本单位岗位聘用委员会确认后,再按较高岗位级别基本工资重新计发退
休费。

二十三、文革前担任副局级的离休干部和 1937 年 7 月 6 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离
休干部增加离休费问题

文革前担任副局级的离休干部和 1937 年 7 月 6 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
按照正局级增加离休费。

二十四、关于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原工资 100%退休费的退休人员增加退休费问
题

按国发也1986页26 号、中办发也1985页67 号、厅字也1985页340 号、劳人薪也1985页22
号享受原工资 100%退休费的退休老专家、起义人员,可按同职务离休人员增加离休
费标准增加退休费。

按劳人险也1983页3 号文件规定,建国前参加工作,享受原工资 100% 退休费的老
工人,按 350 元 /月增加退休费。

二十五、关于退职、退养及 1955 年以前入伍老女兵增加生活费问题
退职人员按照 180 元 /月增加生活费;经院批准办理了“退养冶(特指 1971 年以前

院批准的退养人员)和“1955 年以前入伍的老女兵冶,按照 180 元 /月增加生活费。
二十六、关于离退休人员增加离退休费问题
离退休人员增加离退休费标准,按照离退休时计算离退休费的职务工资所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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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执行。 对 1993 年工改后已经选择过职务的离退休人员,按选择的职务增加离退
休费。

二十七、关于离休人员增发 1-2 个月生活补贴基数问题
按照国发也1982页62 号文件规定享受 1 至 2 个月的生活补贴的离休干部,这次工

资制度改革增加的离休费,列入计发 1 至 2 个月生活补贴基数。
二十八、当年退休人员退休费计发问题
工作人员办理退休手续时,当年工作满 9 个月以上,参加年度考核且考核合格者,

退休时可增加 1 级薪级工资办理退休手续。
二十九、关于提高中小学教师和护士基本工资标准的问题
中小学教师和护士(指在医院或纳入地方医疗统筹定点医疗机构)的人员,岗位

工资和薪级工资标准提高 10% ,提高 10% 的部分,退休时可作为工资基数计发退休
费。 该类人员岗位(职务)变动时,其提高 10%部分应予以取消。

三十、关于工资制度改革后获奖人员提高退休费比例问题
获国家、省部级以上成果奖励、国家和省部级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等人

员提高离退休费比例,按国家、地方有关文件和《颁发中国科学院掖关于科技人员离休
退休问题的补充规定业的通知》(也86页科发干字 0758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如地方标
准高于我院标准的,可参照执行,但不得累加,最高不得超过本人基本工资的 100% 。
从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三十一、关于五级及以上职员退休时提高退休费比例问题
五级及以上的职员,工作满三十年以上,可继续执行退休时提高 5%退休费比例

的规定,最高不得超过本人工资的 100% 。
三十二、关于工作人员办理退职手续的问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办理退职手续,必须符合国发也1978页104 号文件中的规定。
三十三、关于博士后人员确定工资待遇的问题
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岗位工资按照所聘岗位确定;薪级工资第一站执行十六

级薪级工资标准,第二站执行十八级薪级工资标准。 博士后人员按照在职人员进行年
度考核,考核合格,每年晋升一级薪级工资,从第二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博士后人员出站,被聘到事业单位后,各设站单位应将其在站期间岗位工资、薪级
工资及考核情况介绍到接收单位。 在明确岗位前,执行在站期间的工资标准;明确岗
位后,按所聘岗位执行相应岗位工资,薪级工资按照以下办法确定:被聘用在专业技术
岗位,原薪级工资低于所聘岗位起点薪级工资的,执行起点薪级工资标准,原薪级达到
所聘岗位起点薪级工资的,薪级工资不变;聘用在管理岗位的,薪级工资比照同等条件
人员重新确定。

博士后人员在站时间不满 21 个月或中途退站、自动离站的,发生在第一站的,工
资待遇按照博士生确定,发生在第二站的,按照第一站博士后出站人员对待,以此类
推。

三十四、已出站博士后薪级工资套改问题
博士后出站工作人员,薪级工资套改低于 16 级的,按照 16 级执行。
三十五、高等院校、中小学、幼教工作人员工资改革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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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中小学、幼教工作人员工资套改,按照《高等学校、中小学、中等职业学
校贯彻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业 三个实施意见》 (国人部发
也2006页113 号)文件执行。

三十六、工作人员在艰苦台站工作期间的待遇
工作人员在艰苦台站工作期间,可参照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掖完善艰苦边远

地区津贴制度实施方案业的通知》(国人部发也2006页61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十七、关于经费和工资总额问题
此次工作人员工资套改增资和离退休人员增加的离退休费,院按中央财政下拨给

院的标准核拨给各单位。 工资总额按院核定增资额执行。
(联系部门:人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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