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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青足赛高校组预选赛收兵

海大队获专业组冠军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7天

21场的角逐，2019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高校专业、普通两个组别预选赛5月31日在海口
世纪公园球场结束。海南大学队获得专业组冠
军，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队夺得了普通组冠军。

按照规程，获得专业组冠亚军的海南大学队
和海南师范大学队携手晋级总决赛。专业组季军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队则要与普通组冠军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队进行一场附加赛，胜者获得第三
个晋级总决赛的资格。

今年共有10所高校参加省青足赛，其中，海南
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琼台
师范学院4支实力较强的高校队参加专业组比赛。
海南医学院、海南工商职业学院、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6支高校队角逐普通组比赛。

“南海网宝贝计划”
少儿模特大赛落幕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孙慧）6月1日，
“南海网宝贝计划”2019海南省少儿模特大赛总
决赛在海口落幕。经过层层选拔，少儿模特们从
全省脱颖而出，分别斩获46项大奖。

当天，在海口百方购物中心，300余名少儿模
特身着彩衣踏上舞台。本次比赛共分为少儿组休
闲服、少儿组礼服、幼儿组休闲装、幼儿组礼服、少
年组休闲装等组别展开。经过层层选拔，46项大
奖诞生。奖项包括幼儿组、少儿组、少年组的冠
军、亚军、季军，以及最佳表现奖、最佳上镜奖、最
具潜力奖、最具影响力奖、优秀组织机构奖、网络
人气奖、2019海南省少儿模特大赛年度风云十佳
童模等众多奖项。

本次活动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南海网
承办，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
口元之舞艺术培训中心、琼海市青少年文化宫采
艺艺术培训中心、屯昌县咿呀艺术培训中心、悦成
长·天桥模特形体中心、海南云侠行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共同协办，三亚市星桥文化艺术培训中心、五
指山市小精灵舞蹈培训中心、临高县圆梦艺术培
训中心、海口爱特文艺术培训中心联合支持，长影
环球100奇幻乐园、海口百方购物中心、美国学乐
儿童英语、小鹿辰客酒店、牧童映画·亲子摄影、海
口小骑士马术联合赞助。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废止下列地方
性法规和法规性决定：

一、《海南经济特区农垦国有农场条例》
（1997年5月28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二、《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推进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的决
定》（2009年5月27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三、《海南省禁止赌博规定》（1988
年11月5日海南省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四、《海南省取缔卖淫嫖娼规定》

（1988年11月5日海南省人民代表会议
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五、《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批准<海南省彩票管理办法>设
定罚款的决定》（1997年9月26日海南
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通过）

六、《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批准<海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收
支管理办法>设定罚款的决定》（1997年
9月26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七、《海南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
（1998年5月29日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八、《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监督管理的
决定》（2005年11月25日海南省第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
通过）

九、《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海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纲要>
的决议》（2004年11月26日海南省第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
议通过）

十、《海南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监
督管理规定》（1995年8月31日海南省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通过）

十一、《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办法》（2010年9月20日
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十二、《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推进海南省审判方式改革的决
议》（1997年7月31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十三、《海南省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
员会关于加快民族地区建设问题的决
议》（1991年9月20日海南省人民代表
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十四、《海南省预防和控制传染性非
典型肺炎传播的决定》（2003年6月6日
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27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海南经济特区农垦国有农场
条例>等十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6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6月1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海南经济特区农垦国有农场条例》等十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19年6月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任命：
陈招霖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

免去：
李少甲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

分院检察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19年6月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海口市选出的海南省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杨爱武，因工作需要，调
离本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杨爱武的代表资
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法》的有关规定，杨爱武的海南省第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
务相应终止。

三沙市人大常委会接受冯文海提出辞
去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东方市人大常委会接受邓敏提出辞去海南
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冯文
海、邓敏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实有代表384人。

特此公告。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6月1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28号

免去：
邹其国的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华侨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2019年6月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任命：
王永政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
吴万贤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

周文娟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

免去：
王柱进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19年6月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谢京的请求，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的
规定，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接受谢
京辞去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海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谢京辞去海南省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

请求的决定
（2019年6月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邹其国为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主任；
谢京为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决定免去：
苻彩香的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主任职务；
史贻云的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任免名单

（2019年6月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5月31日12时-6月1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8

9

7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0

20

22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关注“六一”儿童节

本报讯（记者尤梦瑜 叶媛媛 徐
慧玲 邓钰）在鲜花烂漫、绿草如茵的
初夏时节，“六一”国际儿童节如约而
至。6月1日，我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

“我最亲爱的祖国，你是大海永不
干涸，永远给我碧浪清波，心中的歌
……”6月1日，童心同绘 祝福祖国
——海南省2019年庆祝“六一”国际
儿童节主题活动在三亚举行。

来自全省各市县的70名小朋友
在巨幅画布上挥洒画笔，同绘一幅献
给祖国妈妈的画作。此次大型绘画活
动吸引了20多所学校（机构）参与，
1000多幅画作进入初评。初评选出
100幅作品再进行网络投票，选出70
名小朋友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妇女联合会、
上海申亚集团主办，三亚市妇女联合
会协办，申亚亚龙湾壹号小镇·奥特莱
斯、海南音乐广播·椰子FM承办。

当天，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以
下简称南海博物馆）、省博物馆、省图书
馆等多家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通过举办
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让家长和孩子们
度过了一个文化味十足的节日。

在南海博物馆里，《南海人文历史
陈列》《南海自然生态陈列》《八百年守
候——西沙华光礁Ⅰ号沉船特展》等
多个常设展览和限时展览吸引了大量
家长和小朋友们前来参观。南海博物
馆还设计了以“初识凉友，清沁一夏”
为主题，包括扇史课堂、取财有道、集
市易货、巧手绢扇等多个内容在内的
社教活动，小朋友们不仅听了讲解员
讲述扇子的故事，还亲手制作绢扇，感

受传统工艺之美。
当天上午，10余组家庭在讲解员

的引导下参观了《南海自然生态陈列》
展览。参观完毕后大家来到位于馆内
的南海餐厅，在烘焙师的带领下，小朋
友们亲手制作海洋动物造型饼干。小
朋友们不仅品尝到了自己制作的饼
干，还通过这一生动的方式了解了许
多海南生物的名称。

大手拉小手，回忆快乐童年。在
省博物馆，不少“80后”“90后”父母们
牵着孩子一起在参加“8090·致童年
——六一海博游园会”。跳房子、套
圈、弹玻璃球、拍画片、抽陀螺、滚铁环
……工作人员们精心准备了多种“复
古”玩具，让小朋友们“穿越”回父母的
童年，一起享受游戏带来的快乐。

据悉，6月 1日当天，省博物馆
游客入馆5139人次，较以往周六有
明显增加。

在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

庆“六一”儿童节主题游园活动在此举
行。来自该市400余名少先队员代表
欢聚一堂，在少先队辅导员和青年志
愿者的带领下，共同庆祝属于孩子们
自己的节日。

趣味游园区内设置的“众星捧月”
“疯狂的毛毛虫”“龟兔赛跑”“真人
CS”“消失的钥匙”“车轮滚滚”等互动
游戏吸引不少亲子家庭积极参与。海
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新民小学的20名
留守儿童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定安则举行了“趣味定安 美食漫

谈”绘画、涂鸦活动，40余名来自海
口、定安的小朋友相聚定安古城，用手
中的画笔画出了自己眼中的“六一”和
美食，度过一个特别的“六一”儿童节。

参赛的小朋友们展开天马行空的
美食想象，用铅笔、蜡笔和水彩，在纸
上画下自己心中最美味的定安美食。
绘画环节结束后，小朋友们还与家长
一起进行亲子互动，紧张刺激的趣味
游戏让现场笑声不断。据了解，经评
选的优秀作品，还将被制作成餐巾纸
包装，为定安美食“代言”。

我省各地举行庆祝“六一”活动

游园绘画做游戏 复古“穿越”童趣足

◀上接A01版

努力担当作为，脚踏实
地将工作落到实处

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
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
题、清正廉洁作表率，这是此次主题教
育的五个具体目标。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口实验
站科技服务中心主任周兆禧深刻地

领会到，身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扎
根一线的农业科研人员，在主题教育
中，就是要更加深入地走进一线，在
田间地头学习，用实际行动确保学有
成效。

“我们从事农业科研的科技人员，
要紧紧围绕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需
要，摸清实情，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拿

出符合‘三农’需要的农业技术，真正
使得‘三农’的科技力量得到增强。”周
兆禧说，科技为农业发展赋能，我们要
做的就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助力乡村振兴，为热带农业农村发展
献出科技力量。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宣传处副主

任科员胡博认为，中央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对于年轻干
部来说，是一次进一步锤炼党性，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重要契机。作为一名来
海南工作不久的干部，能够参与到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当中，并见证海
南的腾飞，他感到非常荣幸。因此，脚

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是自己的责任
和时代使命。在下一步工作中，他将
通过虚心学习，进一步创新人大宣传
工作的方式，正确、准确、客观地做好
人大新闻的宣传报道，让人大的宣传
工作更加贴合实际、跟上时代的发展
潮流。

（本报海口6月1日讯）

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长知识

暖人心
⬇ 5月30日下午，在省肿瘤医院血液淋

巴瘤科，即将出院的小金子（化名）和护士姐姐
一同吹蜡烛，庆祝“六一”儿童节。7岁的小金
子去年10月确诊患上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经过6次化疗后，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 6月1日，在省博物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参与。在“六一”儿童节
期间，省博物馆推出“迎六一”系列活动，让家长和孩子们度过一个既长知识又充满乐趣的节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