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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亚龙湾高尔夫球会在三

亚举行了一场 "感恩高尔夫邀请赛#!参

赛选手在比赛之余纷纷解囊向玉树地震

灾区捐款$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美 丽 三 亚 浪 漫 天 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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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任
$

钟节华 主编
$

郑 彤 美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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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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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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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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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记者站新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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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税法申报纳税受尊敬! 逃避缴
税受惩罚"

!

海口地税局免费办理税务登记证!

免费提供网上申报纳税! 免收代开发票工
本费!免费发放涉税报表"

!

索要地税发票参与刮奖!最高奖金
!

万元"

!

#双定$%定期定额&业户!如拒开发
票'不当场开发票'以收据代替发票使用!

除按规定罚款外! 还将从违法行为发生的
次月起调高#双定$营业额

!"#

( 消费者现
场举报指证维权更有效 %举报电话 )

$%&'&()%

'

$%&!!$"'

&*

!

二手房交易申报交税的合同价格低
于真实价格的买受人的相关利益将受损!

并埋下遭遇法律风险的祸根*

!

房地产买卖分次收付款时! 买卖双
方须按次索要+ 开具正式的销售不动产发
票" 凡不开具发票的将依法处罚"

!

房地产交易双方在签订房地产转让
或商品房销售合同的次日起至次月

(&

日
前到地税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 否则!电脑
系统将依法自动计算加收滞纳金"

!

土地增值税清算时! 中介机构的鉴
证报告不是必要的报送资料"

!

发现地税机关人员有为税不廉行
为!请及时书面举报!留有联系方式的将回
复受理编号和处理结果"

!"

广告中心
!"!"#$

服 务

管理分局%所

龙华分局
一所
二所
三所
四所
建安分局
一所
二所
三所
秀英分局
一所
二所
涉外分局
一所
二所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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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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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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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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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分局%所

美兰分局
一所
二所
三所
四所
琼山分局
一所
二所
三所
保税分局
一所
二所
征收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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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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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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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纳税人&

我局已于近期陆续对纳税人免费发送服务短信! 短信发送号码

为"

("$!%'"()!$$

!请注意识别# 如果您收到短信的手机号码不是公司

财务人员或办税人员的!请将财务人员或办税人员的手机号码通知税

管员!以便我们能将办税信息及时准确发送# 如果您不知道税管员的

电话 ! 请拨打我局咨询投诉举报中心电话 $

$%&'&()%

%

$%&!!$"'

%

$%&%!%%+

&通过办税码查询' 谢谢您的合作#

附&海口地税局各管理分局%所电话&

海口地税局免费发送服务短信

/012-3%456

近日 ! 省地税局召开全省地税系统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

见右图
-

" 传达
学习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 ' 省纪委
五届五次全会和全国税务系统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 会议回顾总结

)""'

年全省地税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

全面部署
)"("

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 会
上 ! 省地税局领导还与各直属局 ' 直属
稽查局和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签订了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会议强调! 全省地税系统党组织和领

导干部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 一定要
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
长期性 ' 复杂性和艰巨性 ! 一定要按照
上级的统一部署 ! 针对本单位存在的主
要问题 ! 进一步加强地税系统的党风廉
政建设 * 会议明确要求 ) 要认真学习贯
彻上级的指示精神 , 要勇于正视和解决
突出问题 , 要加强制度建设 ! 特别是要
增强制度执行力 , 要服务大局 ' 融入中
心工作 , 要坚持头头抓 ' 抓头头 , 要重
视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会议对海口地税局' 琼海地税局和省
地税局政策法规处的岗位廉政教育工作经
验给予充分肯定! 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借
鉴! 进一步推进岗位廉政教育工作! 强调
局属各部门要认真履行 #第一责任人$ 和
#一岗双责$ 的政治责任! 坚持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切实抓好反腐倡廉工作的
落实! 确保以税收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任务
的圆满完成! 为推进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提
供充足的财力保障*

会议认为! 当前我省地税系统需要抓

好五项重点工作 ) 一是
要更加扎实推进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 二
是要组织开展好岗位廉
政教育 #回头看$ 活动,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内控
机制 , 四是要加大查办
案件和信访举报工作力
度 , 五是要切实加强制
度执行力*

'邢斌(

省地税局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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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一

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人

士&

遵照国家税务总局 (纳税信用等级评

定管理试行办法)*国税发 +

)""!

,

')

号&的

相关规定!根据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海南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申请! 依据海口地

方税务局初评意见! 经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审定!拟将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海南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
)

家企业评定为纳税信用等级

.

级企业!现向社会公示!公示期
(&

日# 在

公示期间! 欢迎社会各界进行监督并提出

宝贵意见!发现企业纳税方面存在问题的!

可向税务机关举报#

举报电话&

&#'#+"%,**

&#'#+**'*'&#)-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 !'()*+

经国务院批准! 现对高校学生公寓和
食堂有关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 对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产税*

二' 对与高校学生签订的高校学生公
寓租赁合同! 免征印花税*

三' 对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向学
生收取的高校学生公寓住宿费收入! 免征
营业税*

四' 对高校学生食堂为高校师生提供

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 免征营业税*

五' 本通知所述 #高校学生公寓$! 是
指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 按照国家规
定的收费标准收取住宿费的学生公寓*

#高校学生食堂$! 是指依照 -学校食
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 %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

号& 管理的高校
学生食堂*

六+ 本通知执行时间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至文到之日的已征房产税+ 印花税+ 营
业税税款分别在纳税人以后的应纳房产
税+ 印花税+ 营业税税额中抵减或者予以
退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经营高
校学生公寓及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

,

财税
/)""$0 (""

号
-

相
应废止*

.

财税
/%&&'0 "11

号
2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789:!;<=>?@

ABC71DEFGHI

国家税务总局

78JKLMNOPQRST

UVJKWX1YZ[\GHI

现将企业以前年度未能扣除的资产损
失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通知如下)

一 +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0 的通
知 . %国税发

/)""'0 %%

号 & 第三条规定
的精神! 企业以前年度 %包括

)""%

年度新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前年度& 发生! 按当
时企业所得税有关规定符合资产损失确认
条件的损失! 在当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扣
除的! 不能结转在以后年度扣除 , 可以按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的有关
规定! 追补确认在该项资产损失发生的年
度扣除! 而不能改变该项资产损失发生的
所属年度*

二+ 企业因以前年度资产损失未在税
前扣除而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可在
审批确认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款中予以
抵缴! 抵缴不足的! 可以在以后年度递延
抵缴*

三+ 企业资产损失发生年度扣除追补
确认的损失后如出现亏损! 首先应调整资
产损失发生年度的亏损额! 然后按弥补亏
损的原则计算以后年度多缴的企业所得税
税款! 并按前款办法进行税务处理*

.

国税函
/%&&'0 ))%

号
3

税收政
!

纳税人服务热线&

"%,**

纳税人服务热线&

"%,**

海口地税局
%!

小时投诉监督举报电话&

*#1'1"%# *#1,,*&'! *#1#,##)!

海南省地税网址&

!!!"#$%&'$()$)"*+,-.)

海口地税网址&

!!!-

45678%9:; !"<

培育水稻品种 %&&多个
本报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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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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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员林志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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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将举办祈福庆典

本报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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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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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张谯星

见习记者丁静 通讯员陈文武&

¹º�&

�!"7�����þSuÍ!- � &$

E,Û�!���-.!"7� #)* �¼

§��d* " �C��E!7�����

������_)

tçè!¼§��d* "�C��Oz

�.&��Qã !7¼¡��$!z¢�_

#*�£¤¥%¦¡�§¨%©�ª«%¦S

¤¥%¬®¯°u!���_�±²�³

��!´µ&�§%¶·%¸¹$O����!

ºq!"»¼��û½��O¾¿dÝ)À

Ë!!"»¼Á¥%7�Âu�ôÃ #)*Ä

¤Å�£ÆÇ�§%È¥�³%:óÉÊ)

7� #)* �¼§��Ë &))" C - �

&- E,Û�!���-3õ!#)* Ä¼=>

�Ìzª�ÍSd*ï�) " C=!6W

ÎQNO«¼ÏÐÑJ=>�ÒÍ7�

ÓÔH¡)7�Õ»¼ÇÖH×ØÙÚO

�ÛYÜ!ÝÞ]COÝÞ!;õHßj

I>O«¼����ÚÜ)

!"#$%&'(

cdefZghi

本报三亚
!

月
"#

日电*记者刘贡&

W�!

ï].¼7àá]âºw!D�!=ÜàáW

=!"ãäS) �&§å!�æ{�©b7¼

sþO^P.çM¼èðc!"Þdºw)

tçè!^Péêq\!"ÝÞ;Ý #)

C!9¼7ëì:<+Üxwíûî�ïS

u) gðc!"ãä=Üàá!.}Ëb~

&w§ñ OÒò,-�óôõ�) ¼7ì

Üxö÷øùúû�=Üüôý<õþÿ!

!"§W#;#$%!&6§¼9+��u

'Ô!.=ÜàáÍ¼7ºwOz¢�Î)

tSu!(èð;�!"»Î�ÜxI

ç+wí)�*+ò!,-¢£c¼7Ow

í)�.)

)*+,-%&./01

jklmnopqr]so

本报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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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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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郭景水

通讯员王秋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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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三亚市凤凰路汇丰国际公寓路段!

工人们正进行人行小道的铺设$据了解!今年

以来! 三亚市园林环卫部门着手对凤凰路美

丽之冠至海螺农场路口段进行绿化带改造!

种植了椰树等多种花草树木! 增设了人行休

闲小道!方便了春光小区居民的出行及休闲$

图为改造完成的路段一景$

特约记者 孙清 摄

近日! 来自俄罗

斯克麦罗沃市的
"!

家旅行商一行
%%

人

随包机飞抵三亚!并专

程前往著名景区南山

踩线考察!感受迷人的

热带海洋风光和中国

佛教文化$这是由俄罗

斯最大组团社
45/

678

直航包机旅行商

组织的为期
!

天的考

察团!他们将深入三亚

,1

家酒店和主要景区

进行实地踩线!了解度

假产品$

本报记者苏建强

通讯员陈文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