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梳理各地养老“并轨”实施意见，发
现各省份都按照国务院决定，统一确定养老
保险个人缴费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但对
于个人缴费工资基数的表述有所差异。

例如，山西、云南、辽宁、黑龙江等地明
确，机关单位个人缴费基数包括：本人上年度
工资收入中的基本工资、国家统一的津贴补
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警衔津贴、海关津贴
等国家统一规定纳入原退休费计发基数的项
目）、规范后的津贴补贴（地区附加津贴）、年
终一次性奖金。而上海则在实施办法中规
定，个人缴费基数按本人上年度月平均收入
确定。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
钧分析说，上海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时，就已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
的职工养老保险合并到一个制度框架中，因
此会尽量沿用以往文件中的一些说法。其他
省份刚刚并轨，尚处于磨合阶段，将与个人缴
费工资基数相关的各种收入详细地列出，也
是为保证制度顺利并入新的轨道。

专家表示，表述不同，但实质上并无多少
差异。个人缴费的多少将根据本人的基本工
资、津贴、年终一次性奖金、绩效工资情况来
决定。

还有一些省份的方案在缴费上明确了
延迟退休人员的“个性化”规定。黑龙江就
明确了其参保政策：改革后按照国家有关政
策和干部管理权限，经批准可适当延长退休
年龄的工作人员，继续参保缴费。其中少数
人员年满70周岁时仍继续工作的，个人可
以选择继续缴费，也可以选择不再继续缴
费。待正式办理退休手续时，按照规定计发
养老待遇。

焦点一

费用怎么缴？
个人按工资8％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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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5〕58号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015-39号宗地项目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
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属境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
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商务
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
照》。境外竞买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
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
地区竞买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
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
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具有法人、个人及其
他组织，凡有拖欠地价、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予接受竞
买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须

于2015年11月21日至2015年12月10日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
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手册。

五、申请人可于2015年11月21日至2015年12月18日到海南省陵水
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
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
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18日12:00（北京时间）。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将在2015年12月
18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公开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及联合竞买申
请。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七、挂牌报价的时间：挂牌起始时间：2015年12月12日09:00（北

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12月21日15:00（北京时间）；挂牌时间
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
竞得人。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用地规划条件详见陵水黎族自治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文件；2、土地竞得者取得用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
照规划要求使用土地，严格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否则
将由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报请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批准无
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联 系 人：古小姐 周小姐；联系电话：
（0898）83333322 65303602；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
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
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网址：www.land-
china.com；www.ggzy.hi.gov.cn；www.hnlmmarket.com

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开户银行：（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帐号：

266254050805；（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帐号：
46001005736053001573；（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帐号：2201026409026429803；（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陵水支行；银行帐号：21-840001040018030；（五）陵水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营业部；银行帐号：1007019400000145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1月21日

宗地号

2015-39号

土地位置

英州镇镇域

用地面积
(平方米)
10721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30%

绿化率
≥35%

建筑限高（米）
≤60

出让
年限
40

投资总额
（万元）
≥9429.3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613

起始价
（元/平方米）

1890

规划指标要求

关于申领社会保障卡的通告
根据省政府有关文件要求，为进一步提高我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保险参保人提供优质的
服务，今后参保人需持社保卡办理各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业
务（如凭社保卡办理2016年度海口市居民医保缴费和明年起凭
社保卡进行医保报销等）。

即日起，全市各参保单位可委派社保专管员凭身份证原件
和单位介绍信到海口市人社局社保卡管理中心龙昆服务大厅
（海口市龙昆南路润德广场海口农商银行龙昆支行2楼，电话
66165378）或海秀服务大厅（海口市海秀路50号唐林酒店1楼
海口农商银行海秀支行）领取本单位参保人的社保卡申领登记
表，统一办理社保卡。

请其他尚未申领社保卡的参保人尽快到海口市四个区社保
所、市人力资源市场和海口农商银行等45个社保卡服务网点咨
询和申领社保卡（需提供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1份、标
准1寸近期正面白底深色衣服免冠彩色证件照片1张）。

详情请登录海口人社局门户网站www.hihk.lss.gov.cn查
询，咨询电话：0898-66755382。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卡管理中心
2015年11月10日

招标公告（二次招标）
本招标项目美安中心公园项目己由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委会以海高新函【2014】386号批准建设，项目业

主为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资金来源为企业自

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

股有限公司。项目己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进行

公开招标。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

工程勘察甲级及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要求本单位注册的国

家注册岩土工程师。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详情请登录《海口

市建设工程信息网》（网址：http://www.hkcein.com）。联

系方式：王工，电话：0898-68597606

海南国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108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1、被执行人何秋蓉名下
位于海口市东方洋开发区滨景花园南边别墅C栋25号房产（房产证号：
海房字第HK100061号，建筑面积：242.04㎡）；2、被执行人唐阔名下位
于海口市机场西路大天花园17栋201号、202号房产（房产证号：海房
字第30992号、31000号，建筑面积分别为：108.71㎡、101.75㎡）.以参
考价分别为：165万元、53万元、49万元进行公开拍卖，竞买保证金分别
为：35万元、10万元、1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
拍卖时间：2015年12月10日10:00；2、拍卖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昆
北路36号海外大厦13层海南国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
及竞买标的相关事宜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2月9日17:00止，
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12月8
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开户银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
1009454890000198；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
108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1）标的按现状拍
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3）标的1已对外承租；标的2
两个房屋已打通。拍卖机构电话：0898-66765286 13158900168。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13990

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25号、第027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 12月11日15:30在我
司拍卖厅公开拍卖：1、陈贵阳所有的车牌号为粤 1751378大中型
拖拉机一辆（参考价：33132 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1万元人民
币）。2、位于儋州市那大镇军屯区南京路 19号房地产【房屋所有
权证号：儋州房权证那大字第09645号、土地使用权证号：儋国用
（2011）第277号一栋（参考价：1312495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20
万元人民币）。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2月10日11:00
止。第 1项标的瑕疵说明：1、拖拉机行驶证副证已丢失；2、拖拉机
系登记在广东省的车辆；3、按现状移交成交后6个月内移交。有意
竞买者请于2015年12月8日11: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
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二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开 户 行 ：工 行 儋 州 中 兴 支 行 ；账 号 ：
2201031229826405990。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按顺序填写竞买人
姓名或名称、报名竞买第1项标的请注明(2015)海南二中法技委拍
字第025号竞买保证金、报名竞买第2项标的请注明(2015)海南二
中法技委拍字第027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润丰拍卖有限
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9楼；电话：
31650777 15008032565；委托方监督电话：23882950

海南京友拍卖有限公司、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83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两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被执行人海南国
托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观海路96号美源风情酒吧一条街
F吧，面积为1263.86平方米房产（证号：HK179232号），以参考价人
民币2090.337万元进行公开拍卖，拍卖保证金：人民币400万元。现
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12 月11日10:00；2、拍卖地点：海南省海口市
海秀东路19号首力大厦502室海南京友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
展示及竞买标的相关事宜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2月10日17:00
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5年 12月9
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开户银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
1009454890000029；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83
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1、净价拍卖，所有费用由
买受人承担。2、该房产已设定了承租权，租赁未到期限。

主拍机构电话：0898-66785809 13807501968
协拍机构电话：0898-66248828 13006006966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13990

通知
吴春琼：

2015年11月11日，我司按照您家庭住址邮寄了《关

于回原岗上班的通知》，但均显示为拒收。现公告通知您

三天内回原岗报到并按正常作息时间上班，否则视为旷

工，超过三天视为违反劳动纪律，我司有权单方与您解除

劳动关系。

特此通知

海南罗牛山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0日

吸收合并公告
因业务发展需要，海南威特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海

南威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并前，海南威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800万元、海南威特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及实收资本为15000万元。合并后，海南威特送变电工程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15800万元，海南威特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的债权债务由海南威特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承继。

本公司的债权人如对上述合并事项有异议；请于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45日内持有效债权证明至下列地点进行登记。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秀英大道16号威特公司 财务部
联系人：齐向珍 电话：0898-68661057

海南威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威特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供排水管理处；招标代理：华诚博远（北京）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概况：海口市美舍河清淤及干化固结示范工程，起点
位于美舍河海府一横路河段，终点至文明东路东风桥下游约300米
河段，河段长约2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底泥疏挖、输送、快速干化、
脱水淤泥转运等。计划工期：120日历天。招标范围：清淤工程等。
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及以上资质的施工企业；项目经理需具备在本单位注册的水利
水电专业注册建造师贰级及以上资格，并具备有效的水行政主管部
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
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需具备水利水电类专业中级（含中级）
以上职称。招标文件获取时间：请于2015年11月23日起在海口市
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详情见网络版公
告），本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
监管网、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发布。金工13807652034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如

下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与竞买。属
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
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
《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万宁市国土环境资
源局办公大楼耕保股（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22号窗口）查询和购买《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15年11月23
日-2015年12月22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帐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报名时须全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成交后，该竞
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
件的，在2015年12月22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15年 12月 14
日11:30时；截止时间：2015年12月24日11:30时；挂牌地点：海南省
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本次竞买
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00至11:30 ，下午14：30
至17：0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
九、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62217899、0898-66793886；
联 系 人：陈先生、吴先生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万宁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1月23日

地块编号

万让2013-7号地块

土地位置
礼纪镇群坡村高
速路口东侧地段

面积（公顷）

13.0031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使用年限

50年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万元）

4799

起始价（人民币万元）

4799

规划指标
1.0≤容积率≤1.5，建筑密度≥4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24米。

养老“并轨”各地实施方案焦点追踪：

费用咋缴 待遇降否？
2015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并从2014年10月1日起实施。目前，已有黑龙江、四川、山东、

上海、江苏、福建、吉林、辽宁、山西等19个省份陆续公布实施办法。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说，按照国务院工作部署，在今年年底之前，各省级地区都应当出台实施方案，随后组织实施。不过，并轨涉及

一系列相关政策以及操作问题，各地情况存在差异，所以各地启动实施会出现一定的“时间差”。
养老“并轨”事关近4000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切身利益，“新华视点”记者就并轨后四大焦点进行了调查。

新华社长春11月22日专电（记者周立权）
记者22日从吉林省公安厅了解到，吉林省近期发
生了3起袭警案，涉案犯罪嫌疑人王某堃等4人
均被依法批准逮捕。

据通报，今年9月28日晚，乾安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民警李新生行至自家楼前时，被一陌生男子用铁
棒打伤，嫌疑人逃离现场。乾安县公安局迅速成立
专案组，10月19日，犯罪嫌疑人王某堃投案自首。

经查，王某堃因对民警李新生依法处理其交
通违法一事怀恨在心，与他人密谋，雇佣杨某用铁
棒将李新生打伤。乾安县公安局以涉嫌故意伤害
罪将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

据通报，今年9月24日，长春市民范某不服从执
勤交警指挥，连同其父母对交警迟景全进行殴打，致
迟景全左侧眉骨骨折、鼻梁挫伤、身体多处外伤。

吉林省发生3起袭警案

4名犯罪嫌疑人均被批捕

新华
视点

财政部近期公布的《关于2014年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的说明》显示，
2014年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相抵
为负的319亿元。那么并轨之后，这
样的缺口会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基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财政是否承
担得起改革的成本？

国务院发文时指出，建立健全确
保养老金发放的筹资机制。机关事业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按规定及时足额

缴纳养老保险费；各级政府应积极调
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这一方
面，各地的方案表述基本一致。

金维刚表示，目前有些媒体报道
的“养老金缺口”指的是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基金当期征缴收入与支出之间的
失衡问题，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没有关系。改革后的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

“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

包括三个方面，即单位和个人缴费、财
政补助、基金投资运营收益，其中财政
补助是我国养老保险的法定来源之
一。因此，即使当期征缴收入与支出
之间出现不足，可以通过财政补助来
保障基金收支在总体上保持平衡，为
所有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提供可靠的
保障。”金维刚说。

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
福灵说，具体到单位而言，改革后养

老金的发放压力存在差异性，对于那
些退休人员数量较多的单位，不用再
给“老人”支付养老金，把省下来的钱
用于给在职者缴费，某种意义上实现
了平衡。

唐钧强调，并轨后财政投入的压
力会一定程度存在，尤其对于一些相
对贫困地区。他在基层调查发现，有
的县财政连公务员工资上涨都没落
实，再要缴纳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更
加困难。为缓解财政的压力，保障基
金平衡，需要长期的制度安排。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也必须妥善运
行，尽量产生更高的收益。

焦点二

钱够不够？三来源保障养老金发放

改革后，养老金到底是多了还是
少了？记者查阅各地实施方案发现，
总体与中央改革要求保持一致，即以
2014年10月1日为界，改革前退休的

“老人”，继续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待遇
标准发放基本养老金，待遇没有变化；
改革后参加工作的“新人”，根据“多缴
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按照退休时

的工资水平和缴费情况核定养老金。
关键在于，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

后退休的“中人”，数量庞大，在机关事
业单位人员中占绝大多数，这部分人
的退休待遇将有何变化？记者调查发
现，国家规定为“中人”发放过渡性养
老金，并为“中人”设立10年过渡期，
其间实行新老待遇计发办法对比，“保

低限高”：如新办法计发的基本养老金
低于老办法，按老办法补齐；新办法高
于老办法，高出部分分年度按比例予
以封顶限制。

记者采访宁夏、江苏等多省区社
保部门发现，各地在“保低限高”原则
下设计的方案都能够保证广大“中人”
的退休待遇基本不降低。

“新办法的相关系数是在确保‘中
人’待遇不降低的前提下倒推算出来
的，这样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实现新老
政策衔接、稳定过渡。不让改革的人
吃了亏，也不能让新老办法出现太大
差距。”宁夏社保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处负责人崔新颖说。

据金维刚介绍，前些年我国实施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时，就设置了5
年过渡期，现在养老“并轨”情况更加
复杂，所以将过渡期延长至10年，确
保“中人”的待遇能够保持平稳。

焦点三

待遇降不降？数量庞大的“中人”待遇确保不降

养老“并轨”改革陆续启动实施
后，不少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提出，如果
调动工作，养老金如何转移接续？记
者采访发现，各地方案都就此做出专
门规定，参保人员在同一统筹范围内
的机关事业单位之间流动，只转移养
老保险关系，不转移基金。

一些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想要
辞职“下海”，也不用担心养老保险的
转移问题。改革后，参保人员跨统筹
范围流动或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
间流动，在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
同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
随同转移，并以本人2014年10月1日

后各年度实际缴费工资为基数，按
12％的总和转移基金。

“养老保险转移方面，我们做了全
面的设计。”崔新颖说，机关事业单位
的人员想离开的，无论参加哪种养老
保险都能实现转移，缴费年限实现连
续计算，不会造成任何损失。

业内人士指出，在转移接续方面还
需要一段时间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比
如辽宁省规定，2015年年底前出台职业
年金的具体实施办法，并建设省级的信
息平台，集中部署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2015年至
2017年，出台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之间
流动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办法，并做好待遇核定和支付等工作。

记者 张展鹏 张亮 詹婷婷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焦点四

转移难不难？统筹范围内外均实现无障碍流动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
网站2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0月全国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808起，4993人受到处理，
3475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涉及2名省部级干部。

从查处的问题类型看，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
车最突出，达到924起；其次是违规发放津补贴或
福利、大办婚丧喜庆、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从人
员级别看，有2名省部级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为掌握全国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
中央纪委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6个
中央和国家机关、111个中央企业、15个中央金融企
业建立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

10月全国查处违反
八项规定问题3808起
涉及2名省部级干部

据新华社香港11月22日电（记者牛琪）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五届区议会选举22日举行，全港共
495个一般投票站及24个专用投票站当日开放
予约312万名登记选民投票。867名候选人将竞
逐363个议席。

此次选举香港18个区共设有431个民选议
席，此前已有68个选区的候选人自动当选。当选
的区议员任期为四年，由2016年1月1日至2019
年12月31日。投票站从上午7时30分至晚上
10时30分开放给选民投票。截至下午4时30
分，共有超过85万名选民投票，累计投票率为
27.4％，较上届同一时段高3.07个百分点。

香港举行
第五届区议会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