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有雷阵雨 夜间 多云，有雷阵雨 风向风速 东南风转南到东南风4级 温度 最高31℃ 最低25℃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西南风3级 温度 最高32℃ 最低24℃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6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

海南日报客户端 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南海网官方微信

读
懂
海
南

看
我
们
的

导读

H A I N A N R I B A O

星期三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 今日AB二叠20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丙申年五月初四 十七夏至 2016年6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1793号 8

A07

B04

海南省人民政府
综合服务热线

12345，件件落实，事事着地

海南省司法厅
2016年国家
司法考试公告

依据司法部第 164 号公

告，2016年国家司法考试于9

月24日和25日进行。海南省

2016年国家司法考试设海口

和三亚两个考区。凡在海南省

报名人员必须于2016年 6月

16日至7月5日，登录司法部

报名网站（http://www.moj.

gov.cn/）进行网上报名、上传

相片和网上支付报名费。网上

报名时间截止后，不予补报名。

2016年国家司法考试具

体报名政策和要求详情请

分别登录司法部网站（http://

www.moj.gov.cn/）和海南司

法 行 政 网（http://justice.

hainan.gov.cn/）查询。

2016年6月8日

本报海口 6月 7日讯（记者周
元 王玉洁 通讯员李树荣）红领巾飘
扬，童真的笑脸绽放。今天上午，中
国少年先锋队海南省第六次代表大
会在海口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
600多名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
少先队工作者以及省直机关单位有
关负责人参加开幕式。

大会开幕前，省委书记罗保铭，
省委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李秀领、
胡光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东
军，副省长何西庆，省政协副主席丁
尚清亲切接见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

罗保铭向省第六次少代会代表
授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并代表省
委、省政府以及全省广大家长、老师，
对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
大力支持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带领
下，在全省各族人民的共同团结奋斗
下，可以说海南的发展一年一个样。”
罗保铭以环岛高铁贯通等为例，介绍
了海南近年来的发展成就，鼓励全省
广大少先队员和小朋友们作为祖国的
花朵、海南的未来，要努力学习，茁壮
成长，做一个有理想、有本领、有爱心、
有担当的人，长大后建设海南、建设祖

国，成为为祖国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有用之才。罗
保铭还指出，广大少先队辅导员和少
年儿童工作者工作辛苦、责任重大、使
命崇高，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表
示衷心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李军在大会开幕讲话中殷切寄
语：希望全省少年儿童做有孝心、好
读书、讲文明的好孩子。要懂得感
恩，在家孝敬、体贴长辈，在校尊敬师
长；要勤奋刻苦读书，练就过硬本领，
为将来成才打下坚实基础；要养成文
明习惯，从小事和点滴做起，当好海
南的文明小主人。希望全省少先队
组织、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年儿童工作
者共同把培养少年儿童的战略任务
完成好；希望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
界更加关爱少年儿童，让每个孩子都
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会上，宣读了全国少工委发来的
贺信。团省委、省教育厅负责人分别
向大会致辞。深山黎族姑娘、听障女
孩、农民工子女、小志愿者等6名少
先队员代表献词，分享他们的成长收
获，号召全省广大少先队员听党的
话、跟党走，立志向、有梦想、爱学习、
爱劳动、爱祖国，时刻准备着为全面

建设国际旅游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接力奋斗。

本次会议还根据少年儿童的认

知特点创新了工作报告方式，以漫画
形式，讲述了自第五次少代会以来海
南广大少年儿童的成长历程，规划未

来五年少先队的发展方向。会议将
选举出新一届省少工委主任、副主
任。 (相关报道见A02版)

中国少先队海南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

争当有理想有本领有爱心有担当的好少年
罗保铭接见与会代表 李军讲话

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张谯星）今天下午，
省委副书记李军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落实省委常委
会的部署，研究《海南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相关配套政策制定等
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出席会议。

我省贯彻中央精神，今年5月出台了《海南省党政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
为使实施细则更好落地，省委常委会明确要求制定相
应配套政策，建立定期联席通报制度。会上，与会人员
围绕这两项任务展开深入探讨，提出意见建议。

李军指出，制定实施细则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党
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系列部署的具体
举措，是体现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的实际行动，也是海南坚持生态立省、建设国际旅
游岛的迫切需要。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实施
细则的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方法，真正使之家喻
户晓、入心入脑；要狠抓迅速实施，惩治反面典型，使
实施细则真正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利器；要从实
际出发，大胆探索、主动作为，把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抓实、抓出成效。

毛超峰就完善配套政策、建立联席制度提出具
体意见建议，强调要突出简明、易于操作，完善机构
设置，理顺工作关系，切实加大对党政领导干部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执行力度。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李军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相关工作

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侯赛 通讯员谢琛）
记者今天从省旅游委获悉，2016（第四届）海南乡村
旅游文化节暨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将于6月
8日在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拉开帷幕，活动持续
至11日，跨整个端午小长假。

据了解，本届乡村旅游文化节由省旅游委、定安
县人民政府主办，以“全域海南 幸福家园——海南
热带乡村休闲游”为主题，活动主要由开幕式、

“2016海南乡村美食及旅游商品展销会”、“海南省
‘全域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主题论坛”，及“海南热
带乡村休闲游旅游季”四大主体板块构成。

本届文化节主会场设在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
场，舞台设计突出海南热带乡村旅游元素。美食展
销会现场逾400个展位，将展出丰富的海南乡村旅
游特色商品、乡土绿色农副佳品。同时，为了让游客
体验当地端午节的独特魅力，还将举行“海南十佳粽
子”和“海南最具影响力的品牌粽子”评选。

2016海南乡村
旅游文化节今日开幕
迎端午，好吃好玩等你来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记者王
经国）2016年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
置工作会议7日在京举行。会议传

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关于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期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

作的重要讲话，对学习贯彻讲话精
神，做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作出
部署。 下转A03版▶

习近平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军队转业干部
安置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关心关爱军转干部创新安置工作机制
为促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提供政策保证
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会议举行 刘云山出席并讲话

琼海实践：
中国城乡一体化的

新路子

6月7日，省委书记罗保铭接见参加省第六次少代会的少先队员代表，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茁壮成长。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本报山东日照6月7日电（记者
王黎刚）在离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开
幕还有60天的时候，受省委书记罗
保铭、省长刘赐贵委托，省文体厅负
责人今天赴山东日照，看望慰问在
此备战里约奥运会女子470级帆船
比赛的我省运动员黄丽珠。

28岁琼海妹子黄丽珠是唯一
代表国家队参加里约奥运会的海
南籍选手。在4月30日举行的奥

运会选拔赛法国站中，她与搭档取
得好成绩，提前锁定了2016年里约
热内卢奥运会女子470级帆船赛的
入场券。这也是自女足姑娘韦海
英后又一位走上奥运赛场的海南
女子运动员。

省文体厅负责人转达了罗保
铭、刘赐贵对黄丽珠即将代表中国、
代表海南参加里约奥运会的祝贺和
慰问，鼓励海南奥运选手不要有思

想包袱，轻装上阵、积极备战，战胜
自我、超越自我，赛出成绩和水平，
为国家争光，为海南争光。

黄丽珠感谢省领导和家乡父老
对她的关心、支持，表示她正在用积
极的心态，有条不紊地备战里约奥运
会，力争取得好成绩回馈家乡人民。

省文体厅负责人表示，希望黄
丽珠保持平常心，在训练中防止伤
病和意外受伤情况出现，在训练和

比赛中严格要求自己，严格遵守中
国体育代表团和国家队的相关规
定，按既定的备战方案，科学训练，
顽强拼搏，争创佳绩。省文体厅相
关负责人日前也赴琼海市东平农场
看望慰问了黄丽珠的家人。

目前，黄丽珠正随国家帆船队
在山东日照训练，10天后，队伍将
飞赴里约热内卢进行赛前的最后
训练。

我省慰问海南里约奥运选手黄丽珠
罗保铭刘赐贵寄语：轻装上阵，积极备战，为海南争光

本报海口6月 7日讯（记者陈
怡）海航基础7日晚发布公告称，海
航基础重组暨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获
得有条件通过。重组后，海航基础
将转型成为国内领先的基础设施项
目投资开发与运营商之一，业务范
围将包括各类地产项目的投资与开
发、机场的投资运营管理。

根据已披露的2015年度报告显

示，本次重组前，海航基础主要通过下
属的望海国际商业广场及海南迎宾馆
从事商业零售业务及酒店业务，是海
南省本土知名的商业企业，2015年末
总资产 38亿元，净资产 8.8 亿元，
2015年度归母净利润约0.6亿元。

据了解，2015年6月2日，海航
基础停牌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历经7个多月重组草案出炉，海航

基础拟向关联方发行股份购买海航
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基础产业
集团”）100%股权。基础产业集团
100%股权评估作价260亿元，其中
240亿元以股票方式支付，增发价
格为10.67元/股，增发股数22.49亿
股，剩余20亿元以现金支付。同时
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

总额不超过160亿元，以询价方式
发行，发行价格为12.95 元/股，发
行股数不超过12.36亿股。

重组报告书显示：基础产业
集团成立于2011年 11月，自成立
以来持续保持快速发展，在海南
岛拥有大量的土地储备和优质的
地产、园区、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
资源， 下转A02版▶

海航基础重组暨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获通过
将转型成为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开发与运营商

6 月 7 日，在海南
中学初中部考点，老师
和学生合掌鼓劲，预祝
高考顺利。

当天，一年一度的高
考拉开帷幕，今年海南全
省普通高考共设19个考
区、38个考点，2059个
考场，60349 名考生报
名参考。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加油，加油，
加油！

8日
全岛无高温天气，
多阵雨或雷阵雨，
局部地区雨量较大

文/本报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符晓虹 冯箫 制图/陈海冰

全岛最高气温 31℃～34℃
最低气温 24℃～27℃

全岛多云，
普遍有雷阵雨，
其中北半部的
局部地区有大雨
或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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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高考会考期间
天气预报

希拉里锁定
民主党提名

两党对决的局面提前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