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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地方税务局
关于开展印花税自查有关事项的通告

为规范印花税征收管理，提高税法遵从度，有效降低税收风险，我局将于近期
组织开展印花税申报征收专项检查。凡属我市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
注册在我市的企业在我国境内书立、领受购销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合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财产租赁合同、货物运输合同、仓储保管合同、
借款合同、财产保险合同、技术合同、产权转移书据、营业帐簿、权利、许可证照等应
纳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应按规定申报缴纳印花税，特别是有签订合同的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如学校、医院等）、社会团体等纳税人，请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自行开展
税收自查，对已经签订合同但未进行申报或未足额申报缴纳印花税的，必须在11
月30日前主动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申报补缴税款手续。凡在本通告规定期限内
自行到税务机关申报补缴税款的将免予处罚，对不按本通告要求进行自查并改正
的，我局将依法检查并对违反税收法规的行为依法从严处理。特此通告

海南省海口市地方税务局
2014年9月30日

■ 本报记者 蔡倩
特约记者 许环峰 通讯员 黄兹志

今年连续遭受了台风“威马逊”“海
鸥”的正面袭击的文昌市，把做好抗风救
灾和开展灾后重建工作作为锤炼干部
能力、强化责任担当、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主战场，反对“四风”突出问题、践行群众

路线所取得的成效在抗风救灾中得到
进一步彰显。完善并创新制度，坚决反
对“四风”追责“不干事、不担事”的党员
干部是文昌从严治党的工作重心。

“首先是持续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整改，巩固成果，对群众反
映的问题一件件抓到底，对群众承诺的
事一件件办到位。”裴成敏表示，让群众
满意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要持续落实
整改成果，不能让群众认为整改只是

“一阵风”而对党员干部作风建设失去
信心。

据了解，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整改后，文昌基层党员干部作风发生
了极大转变。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镇村
领导干部都积极投身灾后重建工作，没
想过要享受假期、没想过索要加班费，
营造了主动作为、爱民亲民、不辱使命
的责任担当。

裴成敏认为，党员干部要适应作风
建设这种新常态，在工作、学习、生活中
都时刻牢记按“八项规定”来办事，成为
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积极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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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委书记裴成敏：

扎紧制度笼子 追责“不干事、不担事”

■ 新华社记者

金秋十月，世界的目光聚焦北京。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大幕将
启。“依法治国”，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次镌刻在党的中央全会的历史坐
标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战略高度，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这一全党作出的战略抉择，高
扬法治精神、发展法治理论、运用法治
思维、创新法治方式，在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
坚实步伐。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既是
对我们党法治思想、法治实践的总结，
更将掀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崭新
一页。

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
人的时代命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

法治，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艰辛探
索。

法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
路。

历史的演进为中国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开启了时间窗口——党的十八大
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强调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
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担当起时代赋予
的使命，从“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的宪法理念”到“提高立法科学化、民
主化水平”，从“法律要随着实践发展而
发展”到“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
据”，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到“把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里”……一系列重大思想重
要论断，一系列关键部署核心举措，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指明了方向，为党治
国理政提供了根本遵循。

此时的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时间表”已进入倒计时，而经济社会发
展则面临许多新形势新课题——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
进入“新常态”，从粗放发展阶段转向科
学发展阶段，必须通过法治克服短期
化、功利化倾向；改革进入“深水区”，必
须通过法治形成更加规范有序推进改
革的方式；社会进入“转型期”，必须通
过法治化解当下社会问题复杂性与应
对方式简单化之间的矛盾……

“时代已经给出命题，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迈过前进道路上的沟沟坎
坎，考验着新一届党中央的智慧和魄
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所
所长李林说。

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2012年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首都各界纪念现
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讲话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高度，鲜
明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
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思想。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
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各
级政府的基本准则；法治国家是主体，
法治政府是重点，法治社会是基础。”国
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指出，总书记
提出的“两个坚持”是建设法治中国的
总布局。

在这一总布局的架构下，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作出一系列理论阐述，不断丰富和完
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
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
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
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发展人民民主必
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
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
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
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
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
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
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 下转A02版▶

开创法治中国新天地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述评

党委“一把手”谈从严治党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方茜）记者从省高院
获悉，陵水法院纪明杰近日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
优秀法官”荣誉称号，继今年初获全国“最美基层法官
提名奖”后再获殊荣。

纪明杰是我省法院系统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一名优
秀先进典型，自1985年进入陵水法院工作，一直在基
层人民法庭工作，2013年9月任陵水法院副院长后，
仍坚持深入乡村渔排、田间地头进行调解，29年来共
审、执结各类案件2000余件，无一错案、无一超审限、
无一矛盾激化、无一上访，案件调撤率达到96%以上，
其调解工作法在全省法院推广，先后荣获“全省法院调
解能手”、“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
员干警”、“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和“全省优秀法官”等荣
誉称号。

陵水法官纪明杰
获“全国优秀法官”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彭青
林 通讯员王玉瑞）16日，省政府办公
厅党组召开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及省委书记罗保铭在我省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精神，部署开展省政府办公厅整治庸懒
散奢贪“不干事、不担事”突出问题专项
监督检查活动。

会议指出，省政府办公厅作为我
省第一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单位，注重整改，成效明显。会议
多、文件多、临时议事机构多、深入基
层调研和指导不够深入等突出问题得

到明显解决，作风建设明显好转，“三
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
不断提升。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导，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
整改任务落实。一是要把深入开展学习
讲话精神和教育实践活动“回头看”、深
入开展整治庸懒散奢贪“不干事、不担
事”突出问题专项监督检查活动结合起
来，同时开展相互促进。二是以改革创
新精神和法治思维推动作风长效机制
建设。要坚持解决问题与建章立制相
结合、健全制度与执行制度相结合，树
立法治思维，以有效的制度来保障群
众路线的贯彻执行。 下转A03版▶

省政府办公厅：

深入开展整治“不干事、
不担事”突出问题

吹响从严治党进军号
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在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重要讲话精神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以前要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约
70美金来办理签证手续，现在只需提
前24小时与旅行社联系，登记信息，
就可以随团免签进入海南。”韩国游客
金先生说，便利的免签入境政策，让他

每年10月都能很方便地来海南打高
尔夫。

金先生所不知道的是，他的便
利不但凝聚了各行政部门的努力，
更得到了《外国免签证旅游团管理
办法》——中国内地第一部涉及免
签外国人服务与管理工作的政府规
章的保障。在法律的框架下，国家
赋予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优惠政策转
变为行政过程中游客可以实实在在
享受的便利。

每一次特区使命的履行，都是一
次依法行政的过程，都离不开对法治
的遵循和法制的保障。

站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上，全
省政府系统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全
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省委《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决定》，紧紧围
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和服务国
际旅游岛建设大局，全面推进依法行
政各项工作深入开展，在推动立法和
严格执法、 下转A03版▶

近年来我省加强依法行政不断推进法治型服务型政府建设

履特区使命 促人和政通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侯赛）今天，国家卫计
委全国防盲指导组主持下的“光明行十年回顾”活动在
北京举行。活动以总结表彰和历史回顾展览为主题，
再现“光明行”十年来走过的难忘历程。海航集团有限
公司10年来对“光明行”项目进行了持续性的资金支
持，在走出国门远至非洲五国的活动中作出了巨大贡
献，获得了全场最高荣誉——“光明行杰出贡献奖”。

据介绍，2004年开始，海航光明行团队先后在我
国青海、西藏、四川、内蒙古、海南、新疆、甘肃、湖北等
省份，以及非洲津巴布韦、马拉维、莫桑比克等地为约
5300多名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了复明治疗。

10年资助5300多人复明

海航集团获
“光明行杰出贡献奖”

10月19日，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免费参加美工坊的小朋友们在做手工。
该馆常年举办小主持人、合唱、舞蹈、国际象棋等项目的免费培训班，通过公益文化培训推动

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新成果。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文化惠民
免费培训

■ 浪淘沙

10 月 18 日上午，海口市琼山区
政府开始清理搁置一年的红城湖延
长线违章建筑残骸，这些垃圾有望在
今年年底前彻底清除（见10月19日
《海南日报》）。

琼山区没有回避问题，没有找借
口，而是立即落实整改措施并付诸行
动，此种积极回应民声、虚心接受媒体
监督的态度，值得肯定并为之点赞。

海口拆违后留下的“半拉子”工
程，并非琼山区独有。以笔者的观
察，在海口部分城乡结合部，拆违后

残垣断壁长期存在的现象仍然可
见。存留的“半拉子”有何负效应？
其一，是存在安全隐患；其二，是影响
城市环境和形象；其三，最严重的，就
是影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因为百
姓会有疑问，拆除的时候轰轰烈烈，
是什么原因导致清理工作却拖拖拉
拉，变成“烂尾”工程、“半拉子”工程？

拆违是为了规范社会管理，让城
市更美好。因此，拆违工作需要有周
密的通盘考虑，何时拆、何时清理、何
时重建或开发等，必须环环相扣，要
善始善终。如此，才不会给城市又添

“疤痕”，给市民心中添堵。

城市管理要通盘考虑

法治海南·依法行政

本报三亚10月19日电（记者黄媛
艳 张靖超）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工商局
获悉，该局对鹿城水果市场开展进一步
的整治、规范，3天共取缔无照经营水
果店（摊点）3家，没收不合格秤具20
台。

10月17日至19日，三亚市工商局
在各区筹备工作组牵头组织下，与质

监、综合执法、物价、旅游、食药监、公安
等部门联合执法，采取明察暗访、打“回
马枪”等方式，对全市水果店（摊点）进
行整治规范。3天来，共取缔无照经营
水果店（摊点）3家；没收未经质监部门
核准的秤具20台，其中天涯区在10月
17日的联合整治中没收9台，10月19
日没收11台。

今天，三亚市工商局接到消费者
12315热线投诉举报，该局执法人员立
即赶赴现场，对消费者举报的该市海虹
路某水果摊短斤缺两问题进行调查处
理。经查证，被投诉的水果摊为无照经
营，所使用的秤具为不合格秤具，工商
局立即封存其不合格秤具，并联合市容
执法大队取缔该无照经营水果摊。

三亚整治规范水果市场
3天共取缔无照经营水果店（摊点）3家

据新华社天津10月19日电（记者周润健 朱天
骄）10月21日—22日，猎户座流星雨极大，感兴趣的
公众可进行观测。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说，猎
户座流星雨的特征非常明显，流星速度快，亮流星多，
而且呈白色，峰值流量持续时间长，这些特点都令其更
适合公众观测。

根据预报，今年猎户座流星雨的极大时间在10月
21日至22日，ZHR（极大时假设辐射点位于天顶的每
小时流量）约为20～25颗。实际观测值每小时有十几
颗。21日22时至22日凌晨都是很好的观测时间。

赵之珩表示，22日，正值农历九月廿九，残月对观
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非常利于观测。届时，如果天气
晴好，只要人们朝东南方天空眺望，就可见颗颗流星划
过夜空。由于猎户座流星雨保持的时间较长，只要是
天公作美，22日前后几天夜间，感兴趣的公众都可以
对其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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