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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举行区、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
沈晓明冯飞李军参加投票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讯 10 月 15 日是海口市区、
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投票日，全
市 158 万选民在 488 个区级选区、704
个镇级选区的 1884 个投票站依法行使民
主权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冯飞，省委
副书记李军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
选举所在地的区级人大代表。

上午 8 时 20 分，在海口市美兰区白
龙街道第七选区的海南广场办公区投票
站、蓝天街道第五选区省政府办公大楼
投票站，省领导沈晓明、冯飞、李军、
陈国猛、肖莺子、刘星泰、苻彩香、徐
启方、沈丹阳、孙大海、何西庆、肖
杰、康耀红、陆志远、关进平、王路、
刘平治、倪强、马勇霞、李国梁、史贻
云、吴岩峻、陈马林、蒙晓灵、侯茂丰

分别在各自选区认真填写选票，以普通
选民的身份投下庄严一票，选举美兰区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其他不能到场的省领导也依照法律
程序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
来到以上两个投票站参加投票的还
包括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
省纪委各机关部门，各人民团体、民主
党派机关、部分省属企业工作人员及广

大选民群众。
据了解，海口市自今年 6 月启动人
大换届选举工作，依照相关法律要求，
开展选区划分、代表名额分配、选民登
记、提名推荐、公布代表候选人、组织
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和 10 月 15 日的
投票选举等各项工作，选举产生新一届
区人大代表共 1046 人、镇人大代表共
1635 人。
（沈伟）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太空出差三人组飞向中国空间站

飞行任务。
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天和核心
舱和天舟二号、天舟三号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
交会对接。后续，航天员将进驻天和核心舱，开
启为期 6 个月的在轨驻留，开展机械臂操作、出
舱活动、舱段转移等工作，进一步验证航天员长
期在轨驻留、再生生保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目前，天和核心舱和天舟二号、天舟三号
组合体已进入对接轨道，状态良好，满足与神
舟十三号交会对接的任务要求和航天员进驻条
件。

10 月 16 日，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点火发射。
新华社照片

中国（海南）媒体融合发展论坛举行
共话媒体融合发展 探寻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讯（海南日报记者 周晓梦）10 月 15
日，中国 （海南） 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在文
昌举行。论坛旨在搭建专业交流合作平
台，邀请全国多家媒体代表共话媒体融合
发展，并赴相关市县考察采风，探寻海南
自贸港发展机遇。
论坛分为致辞、主旨发言和主题论坛
等环节，与会嘉宾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中
办、国办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

合发展的意见》 精神进行交流，积极分享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与新业态构建最新成
果，就新时代媒体如何深度融合发展献计
献策，并结合“传媒集团的深融之道”
“深融，时代的媒体路径选择”等议题提
出真知灼见。
此外，论坛活动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
向各媒体解读海南自贸港系列政策，参会
媒体代表还将到文昌、东方、儋州等 市
县考察调研，考察项目涉及农业、新材

海口最低工资涨至 1830 元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讯（记
者 谭琦）记者从海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从 12
月 1 日起，海南省对全省最低
工资标准进行调整，其中一
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830 元；二类地区月最低工
资标准为 1730 元；三类地区
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680 元。
据了解，该标准适用于海
南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民
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
工商户等各类用人单位及与
其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
者。其中，一类地区月最低工
资标准由 1670 元调整为 1830
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 15.3
元 调 整 为 16.3 元 ，适 用 于 海
口、三亚、洋浦经济开发区；二
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由
1570 元调整为 1730 元，小时
最低工资标准由 14.4 元调整
为 15.4 元，适用于儋州、三沙、
琼海、澄迈；三类地区月最低
工 资 标 准 由 1520 元 调 整 为
1680 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
14 元调整为 14.9 元，适用于文
昌、万宁、东方、五指山、乐东、
临高、定安县、屯昌、陵水、昌
江、保亭、琼中、白沙。月最低
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
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
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10 月 15 日晚，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广场举
行。翟志刚（左）、王亚平（中）和叶光富即将开启为期 6 个月的飞行任务。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新华社酒泉 10 月 16 日电（记者黎云、徐
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
2021 年 10 月 16 日 0 时 23 分，搭载神舟十三号
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三运载火箭，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按照预定时间精准点火发射，
约 582 秒后，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
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翟志刚、王亚平、叶
光富 3 名航天员送入太空，飞行乘组状态良好，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21 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第 2 次载人

12 月 1 日起
海南调整
最低工资标准

料、基建、旅游、文化等领域，以深入了
解海南自贸港建设成就，向全国宣传推介
海南自贸港、探寻在海南自贸港投资合作
新机遇。
此次活动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指导，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中国广告协会
报刊分会主办，海南省融媒体中心承办，
儋州市委宣传部、文昌市委宣传部、东方
市委宣传部支持，全国 40 多家媒体嘉宾
参会。
（相关报道详见 03-08 版）

海口公布校内课后
服务收费标准
每生 3 元/课时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讯（记
者 黄婷）10 月 14 日，海口市
印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
学生校内课后服务有关事项
的通知》，明确了校内课后服
务的收费标准为：课后服务
费每生 3 元/课时。学校引进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
课后服务的，收取费用建议
不超过每生 5 元/课时。课后
服务收费以学期为计费周
期，不得跨学期收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