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类地区
月最低工资标准

1830元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16.3元

适用
海口市三亚市
洋浦经济开发区

月最低工资标准
1670元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15.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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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标准
上调160元
12月起实施，海口三亚提至1830元/月

本报讯 省人社厅昨
日发布通知，从12月1日
起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
准。我省上一次调整最低
工资标准是2018年12月
1日。此次最低工资标准
调整后，将比原来每月最
低工资上调160元。

记者 刘兵

本报讯 自10月8日以来，海口市正式
启动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工作。办
理过程中，部分电动自行车因车辆所有人身
份证明与购车发票所登记的信息不一致、委
托代办凭证不齐全、擅自改装或拆除原车零
部件等问题，导致无法顺利注册登记。且近
日受台风、强降雨天气影响，部分已接到注
册登记短信通知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车主
因出行不便错过预定办理时间。对此，海口
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如下：

一、购车时需确认车辆所有人身份证明
与发票所登记的信息齐全一致。

二、办理注册登记需提交车辆所有人身

份证明原件（委托代办的需同时提交委托书
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原件）、购车发票原件、
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原件。

三、不得擅自对车辆的蓄电池、电动机、
限速器、坐垫、脚踏骑行装置等零部件进行
改装或拆除。

四、请车主尽量按照短信通知所指定的
时间、地点到场有序办理注册登记。对于因
故未能按时办理注册登记的车主，可通过

“椰城交警”微信公众号，根据自身情况再次
预约每周六上午办理。

通讯员 林馨 特约记者 陈世清
记者 符小霞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儋
州市现代服务业和投资促进
局获悉，最近有市民反映，儋
州市华容成品油销售有限公
司华农加油站和儋州中海昌
盛贸易有限公司云月湖加油
站目前已不能加油。经职能
部门核实后，目前做出登记
协助处置的处理。

儋州市现代服务业和投
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局现对在儋州市华容成品油
销售有限公司华农加油站和
儋州中海昌盛贸易有限公司
云月湖加油站办理过消费储
值业务的持卡人（含持卡人姓
名、联系号码、身份证号码、充
值时间、充值加油站、充值金

额、充值卡余额、充值卡卡号、
充值方式＜转账凭证＞、充值
油品标号、车牌号码、银行卡
号码等）进行登记，以便协助
政府相关部门出台消费储值
的余额处置办法。

温馨提示：已办理过消
费储值业务的持卡人可通过
电话或到现场进行登记，登
记截止时间为10月21日。

咨询服务电话：儋州市
服务投资局消费科 0898-
23335505。

咨询登记地址：儋州市
那大镇茶山路怡心花园CD
区D20栋儋州市现代服务业
和投资促进局二楼消费科。

记者 畅凯

二类地区
月最低工资标准

1730元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15.4元

适用
儋州市三沙市
琼海市澄迈县

月最低工资标准
1570元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14.4元

三类地区
月最低工资标准 1680元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14.9元

适用
文昌市万宁市东方市
五指山市乐东县临高县
定安县屯昌县陵水县

昌江县保亭县琼中县白沙县

月最低工资标准
1520元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14元

海口交警提醒新国标电动车车主：

未按时注册登记可择期再办

本报讯 今晚，2021 张信哲「未来式
2.0」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将在海口五源河
体育场倾情开唱。为确保演唱会期间海口
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效缓解长滨路及周边
道路交通压力，海口公交集团多措并举，通
过临时开通散场公交专线、加大常规公交发
班密度、储存应急公交运力、动态调度出租
运力等方式，全力保障观演市民公共交通出
行需求。

演唱会结束后，为避免出现观演市民滞
留，海口公交集团分别在五源河体育场A区
入口开通临时专线1（五源河体育场-海大
北门）；在五源河体育场B区入口开通临时
专线2（五源河体育场-国兴大润发）；在五
源河体育场B区入口开通临时专线3（五源
河体育场-高铁东站），共3条散场临时公交
专线，票价不享受折扣，为一票制5元，仅支
持现金、微信、支付宝3种支付方式。演唱
会散场公交专线保障时间为当天22：40开
始发班，客满即走，车辆发完为止。

演唱会前后（当天 16：30 起和 22：00
后），为方便市民乘坐公交车前往五源河体

育场，海口公交集团除加大92路、94路、
210路（市域列车接驳线）等3条直接途经
五源河体育场的线路发班密度外，还将加
大五源河体育场周边的28路、28路快、35
路、37路、37路快、40路、57路、57路快、
80 路、81 路、84 路、86 路、92 路、94 路、
210路、观光1号线等常规公交线路发班
密度，适当延长末班发车时间，确保市民
公交出行需求。

同时，海口公交集团还将在长滨公交场
站配置10辆应急公交运力，随时赶赴现场
参与保障；并利用出租车GPS监控系统，将
五源河体育场及周边2公里范围划为运力
监控重点区域，根据运力需求，随时调度海
口公交集团所属的1300余辆出租车，满足
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

海口公交集团提醒观演市民，疫情期
间，为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时应佩戴口罩，扫描车辆上的一车一
码，做好个人防护。如有咨询和物品遗落，
请拨打12345政府热线或海口公交集团客
服热线66663066。 记者 沈丽焕

张信哲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今晚海口五源河体育场开唱

海口公交集团
开通3条散场临时专线

在儋州这两个加油站办理储值卡的市民

请速来登记

本报讯 10 月 15 日 14
时56分，三亚市消防救援支
队接到报警，吉阳区鹿回头
东海角附近海域，一名男子
海钓不慎滑落礁石间隙内被
困，急需救援。接到报警后，
该指挥中心调派水域大队、
鹿回头消防站共4车20人赶
赴现场处置。

据了解，2名男子相约在
海边礁石处海钓，其间一名
男子不慎滑落至礁石底下间
隙内，通过多种方式无法回
到礁石上方，随后通知钓友
报警。了解情况后，消防救
援人员观察此刻正处于海水
涨潮时间，各类船只无法靠
近，海面风急浪高，被困人员
体力严重不支，且礁石湿滑，
救援存在一定的风险性。考
虑被困人员人身安全，救援

人员立即展开救援行动，采
取抛投的方式向被困人员投
送一套救生装备穿戴。其
间，救援人员时刻关注被困
人员状态，做好情绪安抚工
作，并利用牵引绳挂在救生
装备上牵引至另一面礁石
处，待海水退潮水位下降，救
援人员将被困人员从礁石底
下拉起救出，转移至安全区
域。

消防部门提醒，因涨潮
被困礁石的险情时有发生，
市民和游客到海边游玩、海
钓时，一定要注意海上风浪
和潮汐规律，如不慎被困应
及时拨打电话求救，如遇海
里手机信号弱或者无信号的
情况可挥舞鲜艳衣物或大声
向岸边人员求救。
通讯员 莫文彬 记者 钟起的

男子海钓滑落礁石间隙内
三亚消防成功救助

海口

三亚

中雨
23℃-26℃ 东北风4-5级

大雨转中雨
24℃-28℃ 东北风4-5级

海南特区报官微

天天开彩

中奖情况：“4+1”中
0注；“定位4”中0注。

21118期

海南4+1

328 1 7

详见7版

福彩3D

21274期

79 8

17

3028 10

12 13 21

七乐彩

21118期

23

七星彩

21118期

18 2 3

67 0

我省中奖情况：一
等奖中0注；二等奖中0
注。下期奖池基金：2.81
亿元。

排列三 排列五

21274期

28 1

718 2 1

我省中奖情况：“排
列 3 直选”中 11 注，单
注奖金1040元；“排列3
组选 3”中 0注；“排列 5
直选”中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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