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海口海口海口 0.00 26.22 0.00 1.12 26.22 212.14 1 1 1 19

三亚三亚三亚三亚 0.00 4.84 0.00 0.30 4.72 288.40 1 2 2 20

儋州儋州儋州儋州 0.00 0.00 0.00 0.00 0.00 13.78 1 11 8 14

琼海琼海琼海琼海 0.00 0.00 0.00 0.00 0.00 8.71 1 11 8 12

文昌文昌文昌文昌 0.00 0.00 0.03 0.04 0.03 4.58 1 6 7 10

万宁万宁万宁万宁 0.00 0.03 0.00 0.00 0.03 10.69 1 8 7 13

东方东方东方东方 0.00 0.00 0.00 0.20 0.00 7.78 1 5 8 11

五指山五指山五指山五指山 0.01 0.01 0.00 0.00 0.00 1.18 2 10 8 1

乐东乐东乐东乐东 0.00 0.00 0.00 0.00 0.00 14.84 1 11 8 15

澄迈澄迈澄迈澄迈 0.00 0.07 0.00 0.00 0.07 18.88 1 6 5 17

临高临高临高临高 0.00 0.10 0.00 0.20 0.10 2.27 1 4 4 6

定安定安定安定安 0.00 0.00 0.00 0.00 0.00 1.47 1 11 8 2

屯昌屯昌屯昌屯昌 0.00 0.00 0.00 0.00 0.00 1.55 1 11 8 3

陵水陵水陵水陵水 0.00 0.82 0.00 0.01 0.82 15.50 1 3 3 16

昌江昌江昌江昌江 0.02 0.07 0.00 0.00 0.04 3.34 3 6 6 7

保亭保亭保亭保亭 0.04 0.04 0.00 0.00 0.00 3.99 4 7 8 9

琼中琼中琼中琼中 0.00 0.00 0.00 0.00 0.00 3.86 1 11 8 8

白沙白沙白沙白沙 0.00 0.00 0.00 0.00 0.00 1.91 1 11 8 4

洋浦洋浦洋浦洋浦 0.02 0.02 0.00 0.00 0.00 2.26 3 9 8 5

农垦农垦农垦农垦 0.00 0.00 0.00 0.00 0.00 190.38 1 11 8 18

市县市县市县市县
（（（（洋浦洋浦洋浦洋浦
、、、、农农农农
垦垦垦垦））））

本周整治违法建筑情况本周整治违法建筑情况本周整治违法建筑情况本周整治违法建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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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整治违法建筑“监督曝光台”35号
（2016年3月27日-2016年4月2日）

注：1.“监督曝光台”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每周一在《海南日报》定期刊登。
2.连续两次未按要求上报相关数据的，将予以通报批评。

海南省整治违法建筑三年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2016年4月5日

各客车生产企业：
受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我司近期将组织营

运车辆合格供方评审，面向全国邀请客车生产企业报名参加评
审，现将合格供方评审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参加评审的对象：国内各客车生产企业。
二、报名时间及方式：报名时间自2016年4月5日至2016年4

月11日；报名厂家需将报名材料以电子版的形式通过邮件报送。
三、报名材料：详见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

站：www.0898hq.com。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服务事业部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81号华运大厦2楼
联系人：

海南海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16年4月5日

姓名
温健强
罗瑞

电话（传真）
0898-65322901
0898-65322901

手机
13907537663
13111999657

电子邮箱
3256095513@qq.com
3256095513@qq.com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运车辆合格供方评审公告

海口市国家税务局关于
设立“营改增”临时办税服务厅（点）的公告

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

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称“营改增”)试点，建筑业、房

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

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为了方便“营改增”纳

税人，我局专门设立了四个“营改增”临时办税服务厅（点），

办理“营改增”纳税人涉税事项，现将办公场所详细情况公告

如下：

一、海口市国家税务局“营改增”临时办税服务厅（复兴

城厅）

地址：海口市复兴城中国香街 C区一层XJ015-020房

联系电话：66727975 66720281

二、海口市国家税务局“营改增”临时办税服务厅（海垦

路厅）

地址：海口市海垦路九九华府3号楼03铺面

联系电话：66801564 66802054

三、海口市国家税务局“营改增”业务办理点（海甸点）

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厦11楼

联系电话：66258901 66253015

四、海口市国家税务局“营改增”业务办理点（凤翔点）

地址：海口市凤翔路国税办公楼（凤翔大厦东侧）8楼

联系电话：65808910 65808695

特此公告。

海口市国家税务局

2016年4月5日

海口地区“营改增”纳税人：
按照国务院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策部署，自2016年5

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
点，现行缴纳营业税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
纳税人将改为缴纳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为
确保“营改增”纳税人自5月1日起可以开具国税监制的发
票，我局从4月5日起至4月28日，增设四个“营改增”临时办
税服务厅（点）为“营改增”纳税人办理发票发放等“营改增”业
务。由于涉及纳税人众多，为避免“营改增”临时办税服务厅
（点）拥堵给您造成不便，我们将分批为您办理发票业务，办理
地点和时间将通过电话、短信的方式通知您，敬请留意，请务必
按照我们安排的时间、地点办理发票业务。

您可提前登陆海南省国家税务局门户网站/市县频道/海

口市/通知公告栏目，下载发票相关业务流程及说明。
我们将根据地税部门给您核定的发票信息，主动为您办

理国税机关票种核定。根据不同纳税人类型，您可以使用的
发票种类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定额发
票。“营改增”试点纳税人自2016年5月1日起应使用国税机
关监制的发票（我局另行规定除外）。

若您需要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请致电国税机关、纳税服
务热线12366或登录海南省国家税务局门户网站/市县频道/
海口市/通知公告栏目进行查询。

感谢您的支持和配合！

海口市国家税务局
2016年4月5日

海口市国家税务局
“营改增”纳税人办理发票业务告知书

本报海口4月4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生
符彦姝 通讯员罗虎）记者日前从省残联了解到，
今年我省将扩大自闭症儿童救助范围，205名自
闭症儿童将获得2.4万元康复训练费用，190名自
闭症儿童将获得1万元康复训练补助资金。

据初步估计，目前我省共有5000余名自闭症
儿童。根据中国残联分配指标，去年我省仅有
185名符合条件的自闭症儿童获得“七彩梦”项目
提供的每人2.4万元康复训练费用，162名符合条
件的自闭症儿童获得在民办机构康复训练满10
个月申请1万元补助资金的优惠。

“自闭症是一个特殊的名词，它让这个群体的孩
子在迷茫中追寻梦想。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会得到更
多人的关注、关心和认可。”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党
组书记、理事长，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理事长符永表
示，今年，我省将有205名符合条件的自闭症儿童获
得“七彩梦”项目提供的每人2.4万元康复训练费
用，有190名符合条件的自闭症儿童获得在民办机
构康复训练满10个月申请1万元补助资金的优惠。

海南今年将有395名
自闭症儿童获救助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成智
李萌

回想起一个多月前的那一幕，陈朝
艳依然清晰地记得最初的纠结。

“大过年的，别人都忙着拜年，王杰
已告诉我，正月初四开车带她去一个地
方，完成寒假作业。”陈朝艳说。

去哪儿？当“海口市殡仪馆”从女
儿嘴里吐出来时，陈朝艳惊呆了。

这个春节，海口市民徐仲佳经历了
和陈朝艳相似的一幕：儿子徐硕恳求徐
仲佳，正月初四送他到海口市殡仪馆，
他要拍一个片子。

尽管心里有些纠结，但弄清孩子们的
目的后，家长还是开车把孩子送到了海口
市殡仪馆。此后又多次为孩子当司机。

两位少男少女，都是海南中学高中学
生，未满18岁，其中王杰已还是“00后”。

大过年的，这些孩子执意要去殡仪
馆干嘛？

一次作业引发的“作妖记”

引发这一切的，是海南中学布置的
一次寒假作业。

就读于海南中学高一（16）班的女
生王杰已告诉记者，寒假前，学校让每

个班都交一部微电影。
拍一部微电影，可不是简单的事

情，脚本、导演、场记、灯光、配乐、配音、
剪辑……这些工序，缺一不可。王杰已
想起了一位学长——就读高二（19）班
的徐硕。

2015 年 6月，徐硕拍摄的微电影
《永恒的夏》，由海南中学报送参加中国
高中六校联盟首届微电影节暨校园文
化为主题微电影创作大赛，获得最佳配
乐奖，在海中小有名气。

徐硕爽快地答应了王杰已一起拍
摄的邀约。拍什么题材？两人一商量，
决定聚焦殡葬行业。徐硕担任导演，王
杰已担任副导演。

在有些人看来，大过年的，不到18
岁的中学生要拍摄这样一部微电影，是
在“作妖”。

“……我们该把滚滚的生活蜕变成
高雅而又接地气的艺术品，这是我制作
的初衷。”徐硕事后在自己的《创作手
记》中这样写道。

“当时就是觉得比较好玩，能走近、
接触这个比较神秘的行业。但具体看
过一些文献和新闻报道后，就觉得这一
行遭受太多的偏见，就觉得有必要摆正
一下。”王杰已说。

正式拍摄前，两人专门学习了BBC

拍摄的三集纪录片《殡葬师》。

摄制组11人包括3名女生

为了了解人们对殡葬行业的真实
想法，徐硕和王杰已决定先做一次问卷
调查。

他们通过互联网和问卷形式，对上
百位15岁至60岁左右人群进行调查，
调查地域涉及美洲及我国西北、东北、
华南、华北各省（区、市），结果显示：

只有不到3.3%的人交际圈子有从
事殡葬行业的人；

48%的人无法接受家人从事殡葬行
业；

34%的人认为殡仪馆是一个充满晦
气的地方。

这样的调查结果，让徐硕和王杰已
更加坚定了拍摄这一题材的念头。

经过一番曲折获得拍摄许可后，留
给徐硕和王杰已的时间已经不多，他们
将在元宵后返校上课。

因为正月初一到初三，是海口市殡
仪馆一年中仅有的三天封炉。正月初
四第一次开炉。他俩决定，就初四开始
拍！

除了他俩，包括灯光、配乐等在内，
还有9位同学被“拉下水”。除王杰已

外，还有两位女生——林宇晗、邓冰兰！

导演为拍一个镜头钻棺材

徐硕和王杰已也没想到，春节期
间，他们竟然先后去了6次殡仪馆！

两人向记者讲述了刻骨铭心的拍
摄历程：第一次走进停尸房的时候，第
一次看到尸体从运输车送下来的时候，
第一次伸手到火化炉里面打灯的时候
……说一点都不怕是假的！

徐硕在后来的《创作手记》中真实
记录了参与拍摄同学的“不良反应”：原
本在学校嘻嘻哈哈的灯光师林宇晗，一
看见遗体就傻了眼，回程的路上一句话
也不说；场记在停尸房站了十分钟便不
敢晚上独自睡觉……

两导演真是蛮拼的，王杰已告诉记
者：为了以死者的角度，拍一个棺材盖从里
面盖上的镜头，徐硕半个身子钻进了棺材！

克服了心理上的不适后，孩子们收
获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细节：

一位尸体美容师不愿参加别人的婚
礼，总是到现场匆匆放下红包就离去；

运输部一位师傅央求徐硕对画面
进行特殊处理：我儿子和你们同龄，他
只知道他爸爸是警察……

最让孩子们感动的，是一位位殡仪

人的暖心。火化师傅会热情地演示工
作的流程，拍摄间隙，会有不知名的工
人为他们送水，甚至定好午餐……

“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在我眼
里，主持人生最后一程仪式的殡葬人，其
实和婚礼司仪一样值得尊重。”徐硕说。

没想到孩子能拍出这个片子

经过紧张的后期剪编，导演徐硕、
副导演王杰已交出了一个长度为16分
36秒的微电影《殡仪人》。

今年3月，微电影《殡仪人》面世。
透过它，许多人第一次近距离了解了殡
葬人的酸甜苦辣，第一次看到殡仪馆给
逝者送行的最后工序。

开学之后，徐硕的班主任郑锋看到
《殡仪人》这个短片，第一时间就分享到微
信朋友圈，除了为学生感到骄傲外，他也
从心底感受到：“人生有苦有乐，欢乐背后
还有一群人在面对生离死别，关注这群人
的同时，也能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

“片子拍出来后远远超出我的预
想，想传递的观点出来了。他们几乎都
是第一次面对死亡这件事，对他们理解
生与死、理解生命有很大的帮助。”看完
片子，徐仲佳如此评价儿子的作品。

（本报海口4月4日讯）

海中两学生做了件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春节期间跑了6趟殡仪馆！

用微电影向“殡仪人”致敬

本报那大4月4日电 （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廖伟生）记者今天从儋州市
公安局了解到，海南与四川两省警方携
手，近段时间在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活动
中战果丰硕：共侦破电信诈骗案200余
起，涉案金额1700余万元，冻结银行账
户资金超过200万元。在连续的收网行
动中，先后打掉了实施电信诈骗的“客
服”“POS转账”“网银洗钱”“网络链接”

“线路租赁”等5个网络作案一条龙窝点。
两地此番携手破案，源于四川省广

元市市民何某某的报警。去年12月，

何某某被自称“中国好声音”的“工作人
员”以中大奖需交订金、保证金、税金等
名义骗走3.7万元。

广元警方侦查发现，案件线索落地
海南儋州、临高两地，涉及一个庞大的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团伙成员众
多，成分复杂。便向海南警方发出协查
通报。

接到协查通报后，海南省公安厅、
儋州市公安局抽调警力组成专案组，与
四川广元警方通力合作。经过3个月的
缜密侦查，这个庞大团伙案成员的产业

链条和作息规律，终于被琼川警方掌握。
儋州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易向阳表

示，儋州警方除了加强省际合作，还成
立了市反电信诈骗中心，将形成“跨界
联动、无缝衔接、以专克专、以快制快”
的打击整治电信诈骗犯罪新格局，从源
头压缩电信诈骗犯罪的蔓延空间。

“儋州市反电信诈骗中心已开通报
警、紧急止付及举报专线电话：0898-
23399110。”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
队长吴靖提醒，“一旦遭遇电信诈骗，一
定要记得及时报警。”

琼川联手破获电信诈骗案200余起
涉案金额1700余万元

本报文城4月4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黄兹志）记者今日从文昌市公安局获悉，针对4月
3日晚间于文昌市冯坡镇发生的纠纷导致伤害致
死案件，文昌市公安局已于案发后立即进行了立
案，同时抽调警力组成专门抓捕组，全力以赴对吴
某、云某等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据文昌市公安局调查，被害人丁某平2005年
从鱼塘老板云某处承包了160亩鱼塘，租期至
2015年底。2013年丁某平提出续租，双方商议
租金共136万元，合同约定于2013年12月31日
前付清，截至2015年底，丁某平支付租金66万
元。此后云某的侄子提出承包鱼塘，云某遂提出
与丁某平解除2013年的承包合同，并将此前支付
的66万元租金退还。双方因租金利息及鱼塘转
租问题产生纠纷，多次协商未果。

4月3日20时40分许，犯罪嫌疑人云某、吴
某等5人驾驶小轿车来到鱼塘，因鱼苗放养问题
双方发生争吵，丁某平妻子朱某智报警。文昌市
冯坡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对双方进行协调、劝阻，
并要求双方次日赴镇政府调解。就在云某等5人
准备离开时，丁某平与朱某智情绪激动，上前阻拦
并发生扭打。期间吴某持鱼塘用钢钎刺中丁某平
胸部，丁某平随即倒地不起。在场民警立即拨打
120并对丁某平进行抢救，犯罪嫌疑人吴某、云某
等人趁机弃车逃离现场。冯坡卫生院医生赶到现
场后发现丁某平已无生命体征。经法医鉴定，丁
某平系被锐器刺伤心脏，失血过多死亡。

目前，文昌公安局已在全市范围设卡堵截，抽
调警力组成专门抓捕组，全力以赴对吴某、云某等
嫌疑人进行抓捕，力争早日将嫌疑人抓捕归案。
同时，文昌公安局纪委督察部门也已对案件的接
警处置过程开展调查。

鱼塘承包起纠纷 一养殖户被捅身亡

文昌警方全力缉凶

本报海口4月4日讯（见习记者丁
平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

“咦！这里有红绿灯，上个月还没有，这
下交通状况会好多啦！”细心的海口市
民符先生发现，海口市永万路与白云路
交叉口开通了交通信号灯。

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了
解到，近日，海口交警支队分别开通了
永万路与白云路交叉口、秀英大道海波

市场斑马线、海府路省琼剧院斑马线、
龙昆南路省高级人民法院斑马线等四
处路口、路段交通信号灯。

据悉，交警部门将派员密切关注这
4个路口、路段的车辆和行人通行情
况，及时调整信号灯配时，满足广大市
民出行需求。此外，交警支队正在争取
近段时间再开通一批路口、路段交通信
号灯。

海口新增4处交通信号灯

本报三亚4月4日电（记者陈雪怡）为进一
步加强进口食品的市场监管，降低进口食品安全
风险，三亚市日前组织开展港货店进口食品专项
整治。截至目前，已检查港货店46家，责令整改
15家，检查暂扣各类无中文标签食品400余件。

针对港货店商品消费量增多，且易存在安全
隐患的现状，此次专项检查，三亚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执法人员以港货店、进口食品专营店等为
主要对象，严格清查销售进口食品港货店的主体
资格，依法检查其证照是否齐全有效、实际经营情
况与许可范围是否一致，严厉查处无证经营行为，
确保其经营主体合法有效。同时查看经营者的进
货渠道和来源是否正规合法，进口食品是否有中
文标签标识、中文标签标识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等，
并检查其《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海关进关证
明、商标产地等索证索票制度的落实情况，确保食
品来源合法，质量安全可靠。

三亚开展港货店
进口食品专项整治
15家店被责令整改

儋州首届“国际梦幻灯光节”4月1日至17日在海南热带植物园开展，为游客和当
地市民上演一场流光溢彩、浪漫唯美的视觉盛宴。

此次活动以成千上万盏灯来构造梦幻世界，给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让人们
零距离感受光的艺术和美感。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陈若龙 摄

流光溢彩
梦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