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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纳税人”
真正是纳税
典型代表

一个网友在参与投票时说，“寻找最美纳税
人”评选活动是海南经济生活领域的一件盛事，
真正能称得上“最美纳税人”的，应该是对海南
经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同时又代表新时代纳
税人诚信纳税、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因此，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根据活
动安排，该活动评委会启动了专家评审工作。
按专家投票结果占50%比例、公众投票结果占
50%比例的原则，采用“排名换算分值法”计算
两类投票得分并综合，最终将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海南
创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综合得分前20名
的纳税人选定为“最美纳税人”。

据介绍，该活动在经历报名推荐、初选公
布、公众投票、专家评审等阶段后，最终从全省
26万户纳税人中评选出的 20名“最美纳税
人”，涉及房地产、旅游、农业、银行、商贸、国企、
餐饮、IT、酒店、建筑等行业。

“通过这样细致的评审，将‘最美纳税人’最
终评定出来。其目的就是将最美先进典型挖掘
出来，大力宣传并表彰先进纳税单位与个人，展
示我省纳税服务成果，广泛发动群众学习身边
的典型，充分发挥纳税模范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在全社会形成‘依法纳税，纳税光荣、偷税漏税
可耻’的社会风尚和尊重纳税人的良好风气。”
该活动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说。

唱响诚信纳税主旋律

6月3日晚，在“寻找最美纳税人”评
选活动颁奖典礼上，20名“最美纳税人”
企业代表和个人齐聚一堂，作为我省纳
税人的“形象代言人”接受表彰。

为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
全社会依法纳税和诚信纳税意识，展示
新时代纳税人诚信纳税、回馈社会的良
好形象，促进纳税人依法纳税，由海南省
地方税务局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
办，海南日报社、南海网承办，中国联通
海南省分公司等单位协办，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寻找最美纳税人”评选活动。

“这个活动目的就是寻找和发现一批
依法诚信纳税、积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服务、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纳税
人典型，藉此大力宣传并表彰先进纳税单
位与个人，广泛发动群众学习身边的典
型，充分发挥纳税模范的引领和带动作
用，积极营造‘依法诚信纳税、共建和谐社
会’的良好环境，在全社会树立‘依法纳
税，纳税光荣、偷税漏税可耻’的社会风
尚。”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说。

如今，通过几个月的活动开展，整
个活动评选表彰过程已逐渐成为我省
传播法治精神、树立法治意识的过程，
成为树立先进典型、弘扬真善美的过
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诠释社会正能量的过程，促进了公民道
德建设和依法治税水平的不断提高。

报名积极、参与广泛

活动筹备初始，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与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在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召开会议多次研究并制定具体活动
方案，确定由省地税局、海南日报等单位
共同组建评选委员会，明确了奖项设置、
评选标准、报名方法、评选步骤、时间安
排等具体内容，旨在寻找和发现一批依
法诚信纳税、积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服务、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纳
税人典型，展示新时代纳税人诚信纳税、
回馈社会的良好形象，充分发挥纳税模
范的引领和带动作用，积极营造“依法诚
信纳税、共建和谐社会”的良好环境。

同时，该活动本着公正、公开原则，
活动组委会通过海南日报、南海网等多
家媒体发布活动启事、公告，并由各市
县区地税局组织人员上门宣传，引导大
众广泛参与，提高公众参与度。

据介绍，该活动主要通过以下三种
报名方式进行：一是组织推荐，即由各
市县区地税局推荐；二是个人推荐，即
地税系统干部职工个人向所在单位推
荐，或通过书面方式直接向活动组委会
推荐；三是纳税人自荐，即纳税人通过
活动网站-“南海网”寻找最美纳税人专
题网页进行网上报名。

在此次活动过程中，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利用旗下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
南海网、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媒体进行
全媒体宣传，形成了强大的宣传声势，

与公众形成了强烈的互动，南海网“海
南寻找最美纳税人”专题网络投票持续
火爆，而且每天的投票电话几乎被打
爆，网络投票总数超过90万票，其中单
个候选人网络票数已超过10万票。

截至报名时间，活动组委会共收到
推荐名单261个，经将名单反馈给各市
县区地税局复核，确定符合评选标准的
纳税人共139名。

公众参与度和社会效应凸显

“即将上台的20名‘最美纳税人’，
是从全省26万户纳税人中经过层层选
拔出来的优秀代表，正是他们在各行各
业书写着美丽中国海南篇章。他们是

……”在颁奖仪式当晚，结果一经揭晓，
现场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据该活动组委会介绍，根据工作安
排，组委会组织辖区税务部门严格按照

“3年内无不良纳税记录”等评选标准进
行复核，最终从符合评选标准的139名
纳税人中挑选出事迹突出的100名纳税
人，在此基础上由活动组委会通过投票
初选出60名“最美纳税人”候选人，并通
过海南日报、南海网等媒体对外公布候
选人名单，接受公众监督。

而且，为保证每一位纳税人拥有公
平的竞选机会，采取公众参与投票和专
家评审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最美
纳税人”复选工作。首先，在海南日
报、南海网等媒体以专题报道、典型事

迹宣传等方式提高活动社会关注度，发
布动态报道8篇、先进事迹报道24篇，
并被多家网络媒体转载，为公众积极、
广泛参与票选活动奠定宣传基础。

此外，在南海网设立了“寻找最美纳
税人”投票专题网页，通过全媒体联动广
泛宣传引导由公众通过网络、短信、电
话、微信等方式对60名“最美纳税人”候
选人进行投票。最后，邀请海南地税税
务专家咨询委员会、活动组委会成员、海
南日报社等共同组成专家评审组，对60
名初选入围的纳税人进行评审投票。

该活动开展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各市县区地税部门积极推荐典型，
广大纳税人踊跃报名参评，在全社会引起
强烈的反响，公众参与度和社会效应凸显。

他们是城市发展的基石，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凭着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走出了一条奋勇拼搏的创业
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纳税人。

他们是经济发展的引领者，他们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他们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了自身的力量，他们在诚信纳税上树
起了榜样，他们为这个时代印上了重要的烙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纳税人。

为“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把税收故事越讲越精彩”，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今年以来，海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
位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寻找最美纳税人”评选活动。目前，活动在经历报名推荐、初选公布、公众投票、专家评审、综合评定等阶段后，最终从
全省26万余户纳税人中评选出20名“最美纳税人”，他们传递的是社会正能量，值得点赞。

为“最美纳税人”点赞
——“寻找最美纳税人”评选活动侧记

核心
提示

“寻找最美纳税人”评选活动系列专刊

汇水成河，聚沙成塔。无疑，高速
发展的背后，是千千万万纳税人的默默
奉献！众所周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都与税收增长密
不可分。正因为有了税收作保障，政府
才能拿出更多的资金造福于民、造福于
社会。总之，税收是经济和社会各项事
业发展的血脉。

寻找“最美纳税人”，什么是最美，
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定义。但
是，在“寻找最美纳税人”的评选活动
中，什么最美？那就是首先要诚实守
信，诚信纳税。这就像衡量一个人好坏
一样，首先要看这个人的品质，需要诚
实，善良。

最美纳税人，亦是如此。此次评选
出来的20名“最美纳税人”，评判的首要
标准就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释放社会正能量、在海南省内注册税务
登记、近3年内无不良纳税记录的各类
纳税人。”

从评选出来的“最美纳税人”中，我
们可以看到，白沙农场一直秉承依法经
营，诚信纳税的理念，按时按规足额纳
税，严把工程税款，不偷税、不漏税；海
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积极
支持海口市农民、农村、农业全面发展
的同时，不断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的
企业，海南创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
为地方税源提供了坚实稳定的保证，促
进当地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还参与到
各类环境保护、扶弱济贫等公益活动
中；而作为国企的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海口电厂在提供强大的电力支
持的同时，自觉遵从税收法律、行政法

规，依法纳税，还为海南省政府完成节
能减排任务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一个个闪光的实例，更是佐证了
他们获得“最美纳税人”的名副其实，在
促进发展的同时，在为社会公益事业做
出贡献的同时，不忘诚信纳税，不忘遵
守税收法律。

这就说明，符合“最美”的要求，那
就是要诚信纳税。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信用缺失问
题还一定程度存在，纳税信用令人担
忧。

纳税原本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但古今中外总有一些人变着法子在税

款上做文章，不肯把理应属于国家的税
款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当税款“击
鼓传花”轮到自己往下传的时候，总是
千方百计偷税漏税；还有一些专门做

“税款生意”的，不惜作案犯法，铤而走
险，以身试法。

于是，纳税这个话题变得沉重起
来。

那么，开展这个“寻找最美纳税人”
评选活动的初衷，主办方便是想通过这
样的活动展示新时代纳税人诚信纳税、
回馈社会的良好形象，促进纳税人依法
纳税。评选出“最美”，就是一种典型，
一种模范，充分发挥“最美纳税人”模范
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营造“依法诚信纳

税、共建和谐社会”的良好环境，在全社
会树立“依法纳税，纳税光荣、偷税漏税
可耻”的社会风尚。

此次活动的参与度可谓广泛。参
评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参与活动目的，
不言而喻，那就是通过此次活动，得到
社会的认同，而被社会尊重，在社会形
成典范。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通过活动，释放出正能量，通过活
动，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纳税人的良好风
气。

诚信纳税理所当然被崇尚、被尊为
光荣。“最美纳税人”同样应该被尊重，
通过典型的带动，使诚信纳税，纳税光
荣，成为更多人的自觉行动。

当我们走在宽阔平坦的马路上，当
我们把孩子送入书声琅琅的学校，当我
们在绿草茵茵的公园里散步……我们
都应当想到每一个纳税人的付出，并向
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宝中）

让依法纳税成为一种习惯

图为获得“最美纳税人”称号的代表上台领奖。高林 摄

“寻找最美纳税人”颁奖晚会现场。 高林 摄“寻找最美纳税人”活动得到媒体广泛宣传。

海南地税多举措
评选“最美纳税人”

一、精心策划准备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与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召开会议多次研究并制定具体活
动方案，组建评选委员会，明确了奖项设置、评选标
准、报名方法、评选步骤、时间安排等具体内容。

二、组织报名推荐
本着公正、公开原则，通过海南日报、南海

网、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发布活动
启事、公告，同时由各市县区地税局组织人员上
门宣传，引导大众通过三种报名方式广泛参与，
提高公众参与度。

三、严格初选标准
严格按照“3年内无不良纳税记录”等评选标

准进行评选，并通过海南日报、南海网、海南网络
广播电视台对外公布候选人名单，接受公众监督。

四、开展投票评审
为保证每一位纳税人拥有公平的竞选机

会，采取公众参与投票和专家评审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最美纳税人”评审工作。

五、客观公正评定
按专家投票与公众投票结果，采用“排名换算分

值法”计算两类投票得分并综合评定“最美纳税人”。
六、广泛宣扬典型
省地税局联合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多家单

位举行寻找“最美纳税人”颁奖晚会，对20名海
南纳税人“形象代言人”予以表彰，并通过海南
电视台、海南日报、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等媒
体进行广泛宣扬，充分发挥纳税模范引领和促
进“主动纳税遵从”作用，让诚信守法的纳税人
及其税收观得到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