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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厕所革命”提升人居环境

“双减”在行动

一版延伸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李京赟

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由1670
元调整为1830元、二类地区月最低工
资标准由1570元调整为1730元、三类
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由1520元调整为
1680元……继上海、北京、浙江、江苏
等10余个省份陆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后，海南决定对全省最低工资标准进行
调整，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自今年
12月1日起执行。

最低工资标准具体调整情况如何？
调整有何依据？哪些人群将直接受益？
10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邀请海南省
人社厅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解读。

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
三年至少调整一次

今年以来，多地最低工资标准上
调成为坊间热门话题。何为最低工资

标准？
所谓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

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
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
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
酬。正常劳动是指劳动者按依法签订的
劳动合同约定，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
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从事的劳动。劳
动者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
假、生育（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间，以
及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
间，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

我省最低工资标准，包括用人单位
支付给劳动者的按统计部门规定列入
工资总额统计的基本工资、补贴、奖
金。不包括：加班加点工资；福利待遇；
依法由用人单位承担的劳动者的社会
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中班、夜班、高
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以及特别繁重
等特殊工种的岗位津贴。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有何依据？省人
社厅相关负责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国家实行最低
工资保障制度。”同时，按照《最低工资规

定》和《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工资标准调
整工作的通知》要求，最低工资标准每两
年至三年至少调整一次。政府适时调整
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取得
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保障低收入劳动
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规范
经济活动，促进社会公平。

哪些人群将直接受益？

本次海南各地月最低工资标准调
高了多少？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处
于何种水平？

据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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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海口市、三亚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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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儋州市、三沙
市、琼海市、澄迈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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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文昌市、万宁市、东方市、五指山

市、乐东黎族自治县、临高县、定安县、
屯昌县、陵水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
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

海南日报记者梳理发现，新的最低
工资标准执行后，一类、二类、三类地区
月最低工资标准涨幅均为16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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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不支付的，由劳
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逾期不支
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50%
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
赔偿金。

专家指出，在推进共同富裕背景
下，需要“提低调高扩中”，调整最低工
资标准是“提低”的重要方面，有利于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这也是扩大
内需、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实
需要。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

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哪些人将受益？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魏君帆）10 月 15
日，记者从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获悉，海
南国际传播中心、海南国际传播网在海
外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Facebook（脸
书）上的官方账号@hiHainan的粉丝
量已突破100万。海南国际传播中心
也成为海南首个突破100万粉丝的海
外社交媒体官方账号。

据了解，hiHainan 脸书主页自
2019年上半年开始运营，于今年2月
粉丝量达到10万。海南国际传播中心
运营团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脸书
账号的内容策划和内容发布。该中心
运营编辑告诉记者，hiHainan的运营

除了重视短视频的生产外，基于越来越
丰富的数据反馈，一方面团队对于海外
粉丝的用户画像勾画更加立体，另一方
面在受众兴趣把握上更加精准，充分了
解和掌握国外网友对海南自贸港的关
注点和兴趣点，有针对性地策划制作相
关内容产品，以更贴近国外网友的叙事
方式和传播方式，讲述海南故事，收获
大量粉丝的关注。经过8个月的深耕
细作、用心维护，hiHainan脸书主页的
粉丝量终于在今天突破100万，成为海
南首个突破100万粉丝的海外社交媒
体官方账号。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运营团队梳理分
析出hiHainan脸书主页的用户画像，关

注这个账号的海外粉丝，在国别分布更
加广泛全面，除覆盖欧美国家、“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外，也覆盖了大洋
洲、非洲，覆盖国别总数超过45个。35
岁以下的年轻受众占比超过75%。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的运营团队发
现，在内容上，以海南自贸港优势政策、
特色产业、投资指引、合作动态等相关
的经贸类话题和与海南岛人文历史、特
产风物、雨林生态等相关的内容更受海
外粉丝欢迎。团队有针对性地策划、制
作、投放了诸如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专题报道系列、“浸入式”海南生活
体验节目《Lara Goes Local 劳拉来
了》系列、海南本土“非遗”探索节目《跟

着非遗看海南》系列、海南生态微纪录
片《这里是海南·秘境寻踪》等产品，成
功地实现了圈粉目标。

自 2020 年 6月 1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发布以
来，包括hiHainan在内，海南国际传
播中心在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含推
特、油管和VK）账号，总发稿量达到
了1.6 万余篇，帖文总覆盖人数达到
2680万+。

据悉，作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
重点人脉力量，海南国际传播中心组建
了由来自俄罗斯、美国、日本、荷兰、马
来西亚等超过30个国家70余人的海
外传播官队伍。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脸书账号粉丝量突破百万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郭萃 习
霁鸿 通讯员刘原岳 杨仁勇 李凡）海南省
气象台10月15日预计，10月16日至22日，
前期受热带扰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岛
东半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期
受东南气流影响，全岛多云为主，气温小幅
上升；后期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海南岛北半
部局地有中到大雨，气温小幅下降。

海南日报记者10月15日从海口市
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获悉，16日中午
前后琼州海峡阵风将增大至9级，届时琼
州海峡将采取停运措施。

据了解，截至10月15日16时，海口新
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正常作业，港口运
力充足。根据最新气象预报，16日中午前
后琼州海峡阵风将增大至9级，届时琼州海
峡将采取停运措施。请有过海需求的车辆
抓紧时间过海，并务必通过“琼州海峡轮渡

管家”“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等渠道预约
购票，凭票提前3小时有序进港待渡，未预
约或预约未成功的车辆请不要前往港口。

陆地方面，10月16日～18日，受热
带扰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岛东半部
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半部地
区有小到中雨；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最高气
温25℃～28℃，最低气温19℃～22℃。

19日～21日白天，受东南气流影响，
海南岛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
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29℃～
32℃，最低气温中部山区19℃～22℃，其
余地区22～25℃。

16日～18日，海南岛东半部地区将
有较强降雨，东半部地区部分市县的城乡
积涝、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
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严加防范；相关部门
要继续做好水库巡查管理工作。

本报牙叉10月15日电（记者邵长
春）海南日报记者15日从省交通运输厅
获悉，受两次台风叠加影响，海南G98环
岛高速公路珠碧江大桥两个桥墩出现了
下沉，且沉降速度在加剧，为防止出现更
严重险情，我省相关部门已组织拆除下沉
桥面，全力实施桥梁应急抢修工作。

G98环岛高速公路珠碧江大桥发生
险情后，省委省政府、交通运输部高度重
视，要求科学应对险情，及时封闭交通，做
好区域内安全管理。省交通运输厅按照
部署，进一步加强桥梁监测，发现进一步
沉降情况后果断采取措施，同时进一步分

析沉降原因，开展应急抢修工作。
据悉，10月10日发现珠碧江大桥5号

墩沉降后，省交通运输厅立即组织专家现场
论证，并制定了相关重建方案。而受“圆规”
台风带来强降雨的叠加影响，大桥右幅5号
墩24小时内沉降量从1.7厘米增至49厘
米。为防止桥墩加速沉降可能造成的更大
破坏，省交通运输厅及时组织力量，于15日
完成对珠碧江大桥右幅下沉桥梁板的拆除。

为确保交通和人员安全，相关部门已
对珠碧江大桥双向进行了交通封闭管制，
预计珠碧江大桥断行封闭管制时间将持
续至桥梁建成。

受强降雨影响，桥墩沉降险情加剧

珠碧江大桥右幅下沉桥面被拆除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塑胶水管、水桶、拖鞋，成堆的杂物将
厕所塞得满满当当，厕所外杂草丛生……
这是10月14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齐村一户村民家
中看到的场景。

记者了解到，这户村民的厕所早在
2018年就已建成，也按照相关要求接通
了水电，此外政府还补贴了5000元。但
建成后该户村民一直使用亲戚家厕所，自
家厕所建而不用，厕所卫生也未及时打扫
清理。

“一方面是村民思想陈旧。”响水镇厕
改办负责人贺武明说，为了不让厕所闲
置，他们多次劝说，但村民以厕所不能建
在家门口为由拒绝。另一方面，由于该村

较为偏远，村民居住较为分散，不易安装
排污管网，粪污清掏工作需要村民自主完
成。“我们鼓励大家自主清掏处理，但仍有
部分村民不及时清掏污粪，导致厕所异味
较重。”

记者了解到，目前保亭已完成农村户
厕新建改造和化粪池防渗漏改造3481
座。今年户厕改造开工577座，开工率
96.2%。但仍有少数人“等靠要”、攀比思
想严重，还未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保亭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该局将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进一步调
动村（居）民积极性与主动性，消除厕所建
而不用的现象。同时在持续做好厕所新
建、改造工作的同时，积极做好新厕所建
成后的管理、运营、维护等工作。

（本报保城10月15日电）

保亭响水镇什齐村：

部分厕所建而不用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进行‘厕改’后，环境变好了，粪污经
化粪池处理可以用于农田施肥，一举两
得。”10月14日，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加茂镇南茂居，居民黄月梅向海南日报记
者说起自家厕所的新变化。

记者注意到，黄月梅家的厕所虽然面
积不大，但门、窗、冲水式蹲便器、化粪池
等配备齐全，地面铺设了白色瓷砖，内部
环境干净整洁。

“过去我们家没有厕所，只能去树林
周边解决，不方便也不卫生。”黄月梅说，
2019年自家的厕所修建完成，“还拿到政
府发放的近4000元补助。”

记者注意到，厕所背后，有3个方形
格板的化粪池。南茂居居民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黄斌介绍，化粪池就在格板下方，
平时也没有异味。这种化粪池防渗漏，清
洁卫生，且经济实惠。粪污经过三级无害
化处理后，经小型抽水泵抽出，用于堆肥
还田，非常环保。

“政府帮居里修建厕所，大伙积极性
都很高，自觉清理化粪池，现在环境变好
了很多。”南茂居主任黄延泽介绍，目前全
居共有288户厕改改造户，包含新建厕所
户和防渗漏改造户。在具体建设过程中，
他们还根据村民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
改造、新建等改厕模式。

此外，除了新建、改造厕所，记者还

了解到，目前南茂居还在人口较为集中
的住宅区探索开展厕所防渗漏集体改
造，由过去一家一户一个化粪池转为多
户共用一个化粪池。在南茂居医院居民
楼，69户居民居住在此，每栋建造一个
集体化粪池，6栋建设6个。不仅节约成
本，更利于清掏处理，并新建排水系统，
使雨水与污水分流，有效缓解过去化粪
池易堵、臭气难闻、雨天污水浸透和排水
困难等问题。 （本报保城10月15日电）

保亭南茂居：

居民用上了清洁厕所

10月15日是第38个国际盲人节。当晚，海口邀请上百名视力障碍残疾人走进中影国际影城南亚广场店，欣赏无障碍电影《我和我
的父辈》。

随着灯光逐渐黯淡，电影正式开场，解说员的声音随之响起。生动的解说，构建出形象的世界，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更加丰富
多彩的世界。现场，每一个人都在认真聆听，不少人眼角泛起了泪花。 文/本报记者 计思佳 图/主办方提供

把电影
“讲”给你听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计
思佳）10月14日，海口市教育局、发改
委、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生校
内课后服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就进一步规范该市义务教
育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有关事项进
行明确。根据《通知》，海口市校内课
后服务费每生3元/课时，且不得跨学
期收取。

据介绍，海口市将建立经费保障机
制。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经费采取

“政府补助、家长分担”的成本分担机

制，通过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
费等方式保障经费。市财政按照公办
学校每校（校区）每年不少于15万元的
标准安排课后服务管理经费，鼓励各区
政府加大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力度。

《通知》明确了校内课后服务的收
费标准。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收费
实行政府定价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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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制民办学校不收

取课后服务费。非寄宿制民办学校开展
课后服务的，须将本校课后服务工作方
案报主管教育部门审核，并经市价格主
管部门备案后方可收取课后服务费。

课后服务坚持学生自愿参加原则，
家长与学校签订课后服务协议并缴
费。学生缴费后未参加课后服务的，课
后服务费按月退费。学生不参加课后
服务连续满一个月的，按一个月退还课
后服务费；连续不参加满半个月的，按
半个月退还课后服务费；连续不参加不
满半个月的，不退课后服务费。

学生参加课后服务需要自备学具

的，学校需提前告知学生家长自行购
买，学校和教师不得指定购买或统一代
购。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高收
费。严禁擅自增加收费项目和扩大开
支渠道。严禁以任何方式强制或变相
强制学生参加课后服务并收费。

通知要求，课后服务费由学校统一
收取，实行收费公示制度，学校应在公
示栏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投诉电话
等信息进行公示。每学期末公示课后
服务费收支情况，接受家长和社会监
督。各级价格、教育、财政部门要加强
对收费公示情况的监督检查。

海口公布校内课后服务收费标准
每生3元/课时，不得跨学期收费

南茂居居民黄月梅家中厕所。
本报记者 李梦楠 摄

关注强降雨天气

观影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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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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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榜

黑

榜

受热带扰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未来几天我省气温将小幅下降

10月16日

10月18日

海南岛大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25℃～28℃

最低气温19℃～22℃

海南岛东半部地区
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西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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