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 况

德国是上一届世界杯冠军，
在俄罗斯世界杯开赛前，就已盛
传卫冕冠军小组赛出局的“魔咒”。

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意大利
队、 巴西队分别在1938年、1962年
两届赛事中实现卫冕，此
后，世界杯再无球队卫冕。
自从1998年世界杯由24队增容至32
队以来，卫冕冠军的表现整体糟糕。
除了法国世界杯巴西队获得亚军之
外，法国队、意大利队、西班牙队3支
冠军队先后在此前3届世界杯上止
步于小组赛。

本届世界杯上，尽管德国队惊险
逆转瑞典队，但球队暴露出的阵形与
球员心理状态不稳定让钟情于“德意
志”的球迷无不揪心。在昨晚决定出
线形势的关键时刻，德意志战车最终

未能逃脱“魔咒”。 本报综合

公积金

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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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俄罗斯世界杯
特别报道

今夜明晨·赛程

28日 22:00
日本VS波兰
塞内加尔VS哥伦比亚

29日 2:00
英格兰VS比利时
巴拿马VS突尼斯

墨西哥

2018年扬州市中医药健康文化大型主题活动 举行

名中医义诊、中医特色疗法体验等你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实施

一周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人大科教文
卫委员会、 全国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等22个
部门联合倡议开展“中医药健康你我他”中医
中药中国行2018年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
动。2018年7月1日上午8点， 我市将在京华城
北广场，举办 “中医药健康你我他”中医中药
中国行———2018年扬州市中医药健康文化大
型主题活动暨第五届全市中医药文化科普宣
传周、夏季养生节活动。本次活动由扬州市卫
生计生委主办，扬州市中医院承办，广陵区、
邗江区、 各功能区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及市直
驻扬有关医疗单位共同协办。 本次活动主题
为“传播中医文化，贯彻中医药法，建设健康
扬州”， 旨在推动扬州市中医药健康文化传
播，增进民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和认同，提升民
众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

当天主题活动有中医药文化展览、 中医
健康义诊咨询、中医特色疗法体验、中医药知

识科普宣传、中医养生功法表演等内容。
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1.中医健康义诊咨询：名中医提供免费
中医药健康义诊咨询服务。 扬州市中医院义
诊专家：茆俊卿、蔡忠明、张晓春、刘延庆、王
振美、刘桂林。

2. 中医特色疗法体验： 中医体质辨识体
验、中医养生保健产品展示（如养生茶、中医特
色保健香囊、保健枕等）、中药特色制剂及中药
材展示（指导群众识别真假中药材）、体验中医
特色疗法（如艾灸、拔罐、刮痧、耳穴压豆等）。

3.中医养生功法表演：开展中医养生保
健功法表演，如太极拳、八段锦、太极扇、通络
操、舞蹈表演等。

4.中医药知识科普宣传：现场进行中医药
科普宣传、运用多媒体滚动播放中医药养生保
健知识、供参观群众免费领取中医药养生保健
书籍、用品、科普资料等。

5.中医药文化展览：展示习主席关于发展
中医药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 十八大以来国家
和我市中医药事业发展成就、《中医药法》 及其
配套文件的相关内容、中医药历史渊源、省市名
中医宣传、养生保健知识、扬州市级以上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

6.活动墙签名活动：开展传播中医文化，
贯彻《中医药法》，建设健康扬州签名墙活动。

活动内容

7月1日上午

京华城
北广场
我们等你

7月1日

月缴存基数：下限1890元
扬州市区2018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将调整———

为持续推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深入

开展“创响江苏”主题

系列活动，以创新引领

创业、以创业带动就

业，着力营造全社会支

持创新创业的浓厚氛

围。由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主办，以“创

响新时代 共圆中国

梦”为主题的第三届

“中国创翼”创业创新

大赛江苏省选拔赛暨

“创响江苏”创业创新

大赛扬州市分赛目前

已启动报名工作。

上限19200元
各单位下月起按照调整后月缴存基数缴

存公积金，9月30日前按规定调整到位

扬州市区2018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将调整，缴存住

房公积金的月工资基数，按职工本人2017年度月平均工资收

入（工资总额）核定。月缴存基数最低不低于扬州市区最低月

工资标准1890元，最高不超过19200元。

1.各单位接本通知后，应到公积金承办银行领取或从扬州市住房公积金网站
（网址：http://gjjzx.yangzhou.gov.cn/）下载《扬州市住房公积金汇缴基数调整审批

表》和《扬州市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清册》，重新核定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
2.单位办理2018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调整有关事宜时，须同时进行单位及

职工个人缴存登记信息核对和变更登记工作。
3.各县（市、区）和仪征化纤集团公司、江苏石油勘探局的住房公积金基数调

整，参照本通知执行。 通讯员 杨粉梅 记者 丁蕾

提 醒

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启动———

扬州创业创新选拔赛报名
面向高层次人才、留学回国人员、去产能转岗职工等群体

本报讯 （记者 吴丹） 第三届“中国
创翼”创业创新大赛江苏省选拔赛暨“创
响江苏” 创业创新大赛扬州市分赛分为
主体赛和专项赛两项赛事。 其中主体赛
面向各类群体，重点是高层次人才、留学
回国人员、 高校和技工院校学生 （毕业
生）、复转军人、返乡农民工等，分为创新
组和创业组两个竞赛组； 专项赛是面向
去产能转岗职工、残疾人两类特殊群体。
凡年满16周岁的各类创业创新群体均可
报名参赛， 参赛者同意在公共媒体公开
本人有关信息。重点鼓励高层次人才、留
学回国人员、高校和技工院校学生（毕业
生）、去产能转岗职工、复转军人、返乡农
民工、残疾人等创业者参赛。

主体赛创新组参赛主体为， 截至
2018年5月31日，尚未在工商、民政部门

登记注册的团队或在工商、民政部门登
记注册未满1年的初创企业或机构。主
体赛创业组的参赛主体为，截至2018年
5月31日，在工商、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满
1年且未满5年的企业或机构。专项赛参
赛主体为，截至2018年5月31日，尚未在
工商、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团队或在工
商、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未满5年的企业
或机构。项目第一创始人必须为去产能
转岗职工或残疾人。

大赛分参赛报名、市级分赛两个阶
段。需要提醒的是，参赛报名截止时间
是7月10日17：00前， 报名地点在各县
（市、区）劳动就业管理处。市级分赛时
间在7月20日左右。 报名参赛者需填写
《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江苏

省选拔赛暨“创响江苏”创业创新大赛
扬州市分赛报名表》（可到扬州就业创
业服务网首页下载），并提供身份证、营
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项目照片（不少
于5张）、创业计划书等资料的纸质版和
电子版资料。

此次赛事奖励丰厚，市级分赛主体
赛（创新组和创业组）各设一、二、三等
奖，一等奖各1名，各奖励2万元，二等奖
各2名，各奖励1万元，三等奖各3名，各
奖励0.5万元；获得主体赛创新组、创业
组前三名选手， 推荐参加省级选拔赛，
市人社局将组织专家导师对参加省级
决赛的项目选手进行免费指导；市级分
赛获奖选手，将优先推荐入围扬州市优
秀创业项目，对符合条件的，优先推荐
遴选江苏省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

导语

算 账 月缴存基数不低于市区最低月工资标准1890元

昨天，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获悉， 根据国务院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省建设厅、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南

京分行 《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文件精神，扬州市区2018年度住房公积金的
缴存基数将调整。

具体将依照什么标准调整？“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
工资基数，按职工本人2017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工资
总额）核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月缴存基数最低不低于扬州市区最低月工资标准1890

元，最高不超过19200元。
企业单位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仍为单位和职

工各8%-12%，同一单位须执行一个缴存比例。2018年
5月1日后新开户的企业单位， 经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
机构审核批准，可将缴存比例下限调整至5%。单位和
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须按照缴存基数×缴存比例
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分别精确到元。

需要注意的是，1998年12月1日后参加工作的新职
工， 逐月住房补贴的缴存基数与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
数相同。

各单位应从下月起按照调整后基数缴存公积金

据该负责人介绍说，各单位应从2018年7
月1日起按照调整后的月缴存基数缴存住房

公积金，在2018年9月30日前按照规定调整到位。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历年未按规定调整而少

缴部分的住房公积金，单位在调整时应作一次性
补缴。记者了解到，此次调整范围为市区（含广陵
区、邗江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园区、生态科
技新城、蜀冈-瘦西湖风景区）住房公积金缴存基
数调整，包括所有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

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
企业、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团体等
（以下统称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单位在职职工是
指由单位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 以及有工作岗
位，但由于学习、病伤产假（六个月以内）等原因
暂未工作，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包括与单
位签定劳动合同或符合劳动保障部门认定的形
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在岗职工，不包括已离开本单
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离岗人员。

时 间

北京时间6月27日22时，2018俄罗斯世界杯F组第三轮小组赛准时
打响。最终卫冕冠军德国0-2爆冷输给韩国，瑞典3-0战胜了墨西哥。至
此，F组的所有小组赛结束，瑞典和墨西哥获得小组前两名，德国和韩国
则遗憾出局。

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F组德
国队与韩国队的较量昨晚10点在
喀山举行。开赛前，数据统计显示，
德国世界杯对阵亚洲球队5战全
胜， 共打进19球， 最近3场没有失
球。韩国自上届以来世界杯4连败，
追平本队世界杯连败纪录（1986年
到1990年）。比赛中，上半时，孙兴
慜错过两次得分机会。 下半场，赵
贤祐神勇扑出戈雷茨卡头球。补时
阶段，金英权进球被判越位后又改
判有效，孙兴慜反击再下一城。

“战车”不敌“太极虎”

在世界杯历史上， 自从采取
小组赛制以来， 德国队从来没有
在小组赛出局过。 自从1954年开
始，德国队（含联邦德国队）连续
16次小组赛都能出线。

德国队是世界上战绩最辉煌
的豪门球队之一，共8次杀入世界
杯决赛，4次夺冠，13次晋级4强，
战绩仅次于5次夺冠的巴西队，且

夺得3次欧洲杯冠军、1次奥运会
冠军， 在最新的世界排名上位列
榜首。然而，备战世界杯期间，德
国队与法国、巴西、西班牙和英格
兰等队进行了多场热身赛， 居然
一场不胜， 甚至还输给小阿弟奥
地利队， 刷新勒夫带队期间的不
胜纪录。

历史首次！德国小组赛出局

卫冕冠军
止步小组赛

“战车”抛锚“魔咒”应验

最大冷门！
卫冕冠军
耻辱出局

魔咒

冷门

德国队球员穆勒。

德国队球员赛后哭泣。新华社发

德国队克罗斯（右）在拼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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