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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林雪华）三亚农商银行中免支

行与全球最大的单体免税商场——海
棠湾免税购物中心今天同步开业，游

客足不出商场，可享受便捷金融服务。
三亚农商银行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三亚农商银行目前共有25个营业
网点，是三亚营业网点最多、服务范围
最广的金融机构。

三亚农商银行中免支行营业时间
与三亚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同步。

三亚农商银行中免支行开业
游客足不出商场即可享受便捷金融服务

本报海口9月 1日讯 （记者李佳
飞 实习生潘媚 陈艳婷）记者今天从海
口市农业局获悉，海口市政府明确，将继
续增加农业保险险种范围，使得财政补
贴的农业险种达到14个，并提高易受灾
瓜菜大棚保险保费的补贴比例，由原先
补贴60%提升至80%。

据悉，海口原享受财政补贴政策的
农业保险险种主要有10个，包括：森林、
甘蔗、香蕉、育肥猪、瓜菜大棚、渔船、水
稻、能繁母猪、橡胶、渔民等，今年，将在
此基础上增加文昌鸡养殖、本地黑山羊

养殖、水产养殖、花卉种植4个特色农业
保险险种，使得财政补贴的农业保险险
种扩大至14个；与此同时，将瓜菜大棚
保险险种保费补贴比例提高至80%，以
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的支农、惠农力度，
增强受灾企业发展生产的信心。

此外，海口今年还提高了农民小额
贷款贴息标准：海口市户籍农民和在海
口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小额贷款
均实行按年基准利率全额贴息，贴息最
高贷款金额农民每人单笔10万元，农民
专业合作社每社单笔100万元。

海口财政补贴的农业险种增至14个

瓜菜大棚保险保费补贴达80%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袁
国华 陆方）今天，由人民银行海口中支、海南
银监局共同发起的“2014年金融知识进万家”
海南省银行业金融知识宣传服务月活动在海
口正式启动，全省金融机构统一开展宣传活
动，积极向民众介绍金融知识。

在京华城，省农信社一改过往守株待兔的形
式，宣传资料主动送上门，实现“五进区”，即进农
村、进社区、进校区、进闹市区、进少数民族地区。
文昌信用社在学校开学前报名日，已把宣传送进
了学校，给孩子们宣传课堂上没有的金融知识；乐
东信用社把宣传送到黎村苗寨，向黎苗同胞们宣
传使用现代便捷的金融手段。

在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设计知识竞答环节，
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激发宣传对象兴趣，加深对
金融知识的了解。重点宣传了财务规划、如何使
用电子银行和银行卡、防范诈骗保护财产、个人贷
款小常识、了解身边的自助设备、警惕非法集资等
等，几乎涵盖了金融生活的方方面面。

据了解，全省19家市县农信社、农商行、农合
行在今天的活动中向新老顾客提供金融知识普及
宣传和服务，超过200名农信社工作人员，在热闹
的社区、街区给大家发放宣传资料超过1万份，解
答金融知识超过5000人次。

金融知识进万家

本报海口9月 1日讯 （记者陈怡
通讯员李俊 曲易伸）“‘营改增’后，我
们在一年内省下了3.86万元，减税幅度
达41%。”海南鸿锡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财务人员李倩说。鸿锡物流是我省第一
批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
改增”）试点企业之一，较早享受了“营改
增”结构性减税的红利。

记者今天从省国税局获悉，“营改
增”试点一年多以来，全省各类纳税人减
税规模达18.95亿元，给试点行业和产

业链条上的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红利，
推动海南地方经济发生大转变。

自2013年8月1日以来，省国税局
与省财政厅、省地税局通力合作，我省

“营改增”试点范围已覆盖至交通运输
业、邮政业、电信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2.3万户企业纳入试点，有2.2万户实现
了减税，减税面为96.8%。其中，试点小
规模纳税人减税面达100%，减税额为
1.03亿元，减税幅度为37%。全省减税
总规模达18.95亿元，其中税收减负幅

度最大的企业减税额超亿元。
由于减税效果明显，纳税人参与试

点的积极性大增。
此外，我省出口服务增值税减免税

进度加快，促进了出口服务业发展。数
据显示，试点一年来，已受理零税率应
税服务免抵退税申报共计12户，涉及
免抵退税额4.28亿元。全省出口免税
企业58户，申报免税销售额约3.24亿
元，按行业税负率估算减免税额约为
2772万元。

“营改增”试点一年多，让2.2万户企业享受减税红利

试点企业减税规模近19亿元

本报金江9月1日电（记者金昌波）澄迈县
国营红光农场和平队69岁的岱娥贵阿公舍命
跳入水库，救起3名落水幼童的义举，经媒体报
道后感动了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昨天上午，
受省委政法委和省综治办委托，省见义勇为基
金会工作人员前往岱娥贵家中慰问，并送上1
万元慰问金。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
慰问澄迈救人英雄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杜颖 通讯员 游
国苓）8月27日至29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工作
组，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东军带队，赴东
方、儋州、临高3市县开展主任会议成员接访日
活动，与上访群众进行“零距离”沟通，着力解决
陈年积案。

此次接访日活动，是省人大常委会建立主任
会议成员接待人民群众来访工作日制度以来，首
次以主任会议成员带案“下访”的形式开展。此
举也是省人大常委会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项
新举措，是省人大常委会改进作风听民意、真情
实意解民忧的新实践。贾东军告诉记者，省人大
常委会组成工作组带案“下访”，目的就是深入基
层，为上访群众和相关部门搭建起一个面对面沟
通的平台，共同探讨，在国家政策范围内求大同
存小异，最后达成一致共识，切实解决问题。

连日来，工作组耐心听取上访群众诉求，组
织相关部门做好法律的政策解释，直击问题症
结，当场研究可行性方案，积极化解积案。经过
努力，目前，3市县在涉及土地赔偿纠纷、房屋拆
迁、职工基本工资和社会保险方面的4宗信访积
案已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对化解社会矛盾起到积
极作用。

省人大工作组带案“下访”

化解房屋拆迁等
多宗信访积案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刘贡）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陈辞今天在走访了
七个城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后，指出加
大力度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以
为今年第四季度乃至明后年的经济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一桥（江东大桥）一路（江东大
道）”的建设速度直接决定江东片区开
发的进程。如今江东大道二期已完成
立项、环评、地质灾害、可研编制评审、
详勘、方案和初步设计。但希尔顿大酒
店的开业时间与江东大道和琼山大道
延长线建设关联紧密。该酒店拥有客
房473间，尤其两万平方米会议中心，
30个会议室的规模将令省会海口的会
议接待水平再上一个台阶。陈辞指出，
江东路桥与片区重点项目建设环环相
扣，需协同推进。

到9月1日，海秀快速路一期项目

已经完成围挡改道7.8公里，累计完成
桥梁桩基1308根、承台110个、墩柱89
个，累计完成产值约6亿元。海秀快速
路的建设事关市民出行，陈辞要求在尽
快进入全线施工状态的同时，制定到明
年年底前的交通疏导方案，告知市民在
封路施工期间如何方便出行，赢得市民
的理解支持。

在调研海口市金沙湾片区、西海岸
南片区一期两个项目时，企业提出了土
地招拍挂、安置房建设、资金筹集等方面
的困难。陈辞要求秀英区及有关部门帮
助企业推动项目建设，要求相关企业克
服困难、加大投入，确保两个项目按期推
进，带动海口西部的开发。

据了解，今年海口市省重点项目共
61个，年度投资计划289亿元，上半年
完成投资 200亿，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69.2%，同比增长65.3%。

海口积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与业主面对面 逐一解决问题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免税店，耗时
18个月、50亿元打造出的重点项目，近
10万个单品荟萃的豪华卖场……披着
神秘面纱的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犹如
一朵娇艳的花朵生长在国家海岸。

今天，伴随着和风细雨，这朵海棠
花璀璨绽放，承载着助跑海南旅游、琼
岛经济的重任，开始全新航程。

旅游要素强力整合

旅游购物的发展，在散客时代，不
仅意味着游客有了更多的旅游消费体
验，对于旅游业界而言，更是一次旅游
要素资源整合的机遇。

“旅游加免税购物，是海南的新名
片，也是我们的名片，海棠湾免税购物
中心是这一理念的直接体现。”中国国
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免税
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彭辉透露，国旅总社的旅行社业务
和中免集团的免税业务，处于一个业

务链条中，容易整合形成资源优势。
喜达屋集团海南区有关负责人表

示，该集团将整合海南地区的10家酒
店，与港中旅、免税店等开展“2+2”自
选定制的产品，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在呀诺达景区有关负责人看来，
与免税店的合作则是撬动散客旅游的
重要抓手，“购物+景区”的模式，将有
效打通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形
成旅游业发展新的竞争力。

新湾区的再次跨越

致力于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热带
滨海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海棠湾，
对于免税店的开业抱有期许。

“免税店是海棠湾发展的第三个
里程碑。”海棠湾管委会副主任吴钟斌
透露，2010年12月海棠湾首批高端酒
店开业，撬动休闲度假旅游业的发展；
2012年6月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在
海棠湾建成开诊，有力推动高端医疗
健康产业的发展；免税店的开业，使得
海棠湾的产业体系不断丰富。

海棠湾管委会旅游发展局局长叶
凯中说，这两年海棠湾通过企业抱团
和政府引导，婚庆、会展旅游等业态的
稳步发展，今年上半年一线海景的10
家酒店平均开房率达到54%，对于新
的旅游区而言，成绩可喜。

现代服务业发展再增引擎

开业首日，免税店迎来超万人的
购物人潮，充分彰显了离岛免税购物
政策的魅力。

“离岛免税政策实施以来，免税店
极大丰富了旅游经济的要素，促进就
业，对我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起到积
极推动作用。”省财政厅厅长刘平治透
露，自离岛免税政策实施以来，我省现
代服务业的税收连续三年增幅超过
20%。

“免税店对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
意义重大，对丰富旅游产品、刺激旅游
购物、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拉动内需，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将进一步释放
旅游消费的能力，实现转方式、调结构、
促发展，增强海南旅游的吸引力。”省长
助理、省旅游委主任陆志远说。

（本报三亚9月1日电）

开业首日，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迎客超万人

海棠花绽放天涯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
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
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
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
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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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林玥
傅满颖）瓜棚补贴是国家支农惠农补贴
政策的组成部分，也是我省进一步推动
国家冬季瓜菜基地建设的重要工作，然
而有人却打起瓜棚补贴的主意。近日，
文昌市检察院对文昌市农业局原局长符
史军等5人分别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
立案侦查。

经侦查机关查明：2011年三、四月
间，无业人员林某、崔某某等人冒用潘
宗仁的名义虚构《土地承包合同书》，
在拟征用的土地上抢建瓜菜大棚，并
持虚假合同书向昌洒镇政府申报瓜菜
大棚补贴。昌洒镇个别镇领导在得知

大棚系抢建附着物的情况下仍审核通
过并报文昌市农业局。而文昌市农业
局负责审批的相关负责人明知该大棚
建设违反“先批后建”的程序且尚未完
工不符合验收标准的情况下，仍然决
定对该大棚予以验收通过，并按最高
标准进行补贴，致使林某等人骗取国
家瓜菜大棚补贴款共计人民币197万
余元。经检察机关查明，文昌市农业
局原局长符史军、原副局长符永诚、原
办公室主任王康怡、昌洒镇原纪检书
记潘雄和原副镇长陈革等5名国家公
职人员在这一过程中收受了崔某某等
人数额不等的贿赂。

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致使国家瓜菜大棚补贴款被骗

文昌5干部被提起公诉

一版延伸·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迎客

企业的月申报销售额从

2013年8月的3333..66亿元增

长至 2014 年 7 月的6464 亿

元，增幅9090..44%%

纳税人参与试点积极性大增

“营改增”试点纳税人由试

点初期的 11..185185 万户增至

22..33万户，增幅949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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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架包机、80辆大巴、500媒
体、730个城市、3500名经销商、总
人数5000人、活动场地总面积11
万平米……数据显示，9月1日举行
的恒大粮油、恒大乳业、恒大畜牧三
大集团成立揭牌仪式暨恒大粮油集
团全国订货会，创下全球最大规
模。据悉，此次订货会订货金额高
达119亿元。

订货会安排别出心裁
创户外露营纪录

此次恒大粮油全国订货会现场
设在内蒙古阿尔山大草原，有来自
730个城市3500名经销商参加，全
球500媒体全程关注。活动场地总
面积11万平米，其中主会场3万平
米、经销商洽谈区2万平米、篝火晚
会及晚宴区3万平米、住宿区3万
平米，布置2000个空飘、落地球。
主办方还举办由恒大歌舞团、恒大
音乐艺人全部自有豪华演出团队打
造的歌舞表演，500平米巨型舞台

LED、恒大音乐自有顶级音响及灯
光，加上一小时绚丽烟花表演，创全
球最大规模订货会。

整个活动参与人数超5000人，
活动保障人数5万人，现场5000人
夜宿500个大蒙古包，创造全球最
大规模订货会的同时，将创造同一
时间最大户外露营吉尼斯纪录。

经销商亲历产区见证
日签119亿元订单

恒大此次承包32架包机直飞
乌兰浩特，80辆大巴车队统一集结
浩荡出发，途径多个恒大粮油生产
基地及草原、森林、山峦、河流，一直
到活动举行地点阿尔山大草原风光
无限，打造前所未有的旅游式订货

会。全球共
同实地见证
大兴安岭生
态圈零污染、
原生态、恒大

实力与品牌，见证恒大粮油、恒大乳
业、恒大畜牧的世界顶级产区与品质。

“我注意到了两点，一个是恒大
粮油的产地全都在大兴安岭生态圈
内，另一点是所有产品都拒绝转基
因，产品品质有保证。我们经销商
很认可，我觉得老百姓也会认可。”
来自湖北的经销商王女士表示。

大兴安岭生态圈的零污染和原生
态，以及恒大实力与品牌，让全国经销
商们对恒大粮油系列产品充满信心。
据统计，9月1日现场订货会成交额高
达119亿元，开创订货会订单金额最
高、影响最大、品牌最强的行业纪录。

恒大加快多元化发展
千亿元打造民生工程

8月26日，恒大2014年中期业
绩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恒大主席许
家印在会上向全球首次公开宣布，
恒大要坚定不移实施多元化。恒大

集团战略高度重视此次订货会，集
团总裁、常务副总裁、副总裁、总裁
助理、36个地区公司所有董事长、
集团各部门及下属公司所有一把手
等恒大集团所有高管团队共89人
全程出席、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规
格史无前例。

恒大集团副总裁刘永灼在订货
会上表示，恒大粮油、恒大乳业、恒大
畜牧是恒大集团秉承“民生为本、产
业报国”理念打造的重大民生工程。

业内人士认为，恒大是第一家
产业化、规模化进入现代农业的大
型企业，或将提升中国农业产业竞
争力和盈利水平，开创全球产业新
格局。刘永灼则透露：“经过一年多
的考察调研，恒大计划投资超过
1000亿打造中国民族品牌，现已投
资近70亿元建设及并购22个生产基
地，启动恒大粮油、恒大乳业、恒大畜
牧产业，全面布局大兴安岭生态圈。”

文/图 王方

恒大粮油乳业畜牧三大集团成立揭牌 3500名经销商参加订货会规模全球最大

恒大粮油订货会成交119亿元

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面积25万平方公里（约3.8亿亩），是

欧洲最大原始森林的8倍，生态与欧洲媲美。

大兴安岭生态圈包括大兴安岭“岭西”——内蒙古呼伦贝

尔大草原，大兴安岭“岭南”——内蒙古兴安盟国家重要农牧

业绿色基地，大兴安岭“岭东”——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黑河、

绥化、双鸭山国家大粮仓。大兴安岭及大兴安岭生态圈共有

4.1亿亩森林、1.02亿亩草原、0.7亿亩耕地、0.06亿亩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