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吴芳玲 赵娜）
2015年10月以来，省地税局认真梳
理、深入分析2015年党风政风行风建
设社会评价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建
议，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创新方式方
法，不断优化纳税服务，转变工作作
风，逐条逐项进行整改，进一步加强党
风政风行风建设，提高群众满意度。

创新服务举措
提升办税效率

推进国税、地税办税服务厅合作
共建，实现纳税人“进一家门，办两家
事”。截至目前，国税、地税部门互相
派驻的窗口有56个，联合共建的办税
服务厅有7个，共同进驻行政政务中
心有19个市县区局。

深入推进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修订公布的审批事项9项。目前，
省级保留2项行政审批事项，市县区
级保留7项行政审批事项。

推行办税事项“二维码”一次性告
知和手机动态码“零申报”措施。纳税
人通过扫描二维码，就能“码”上知道
相关涉税业务的资料准备、基本流程
等信息。纳税人开通手机动态码登录
省地税局网站网上办税服务厅，即可
办理“零申报”业务。

推行“税贷通”增强企业发展活
力。搭建税银互动平台，向银行提
供 A 级纳税人信息，让企业以“纳
税信用”换“银行信用”，为企业融
资带来便利，让广大纳税人获得极
大便利。

加强公开宣传
强化社会监督

积极落实办税公开制度。通过门
户网站、12366服务热线、微信公众平
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和办税服务厅
LED显示屏、政务公开栏等载体，及时
公开涉税法律法规、经费预算、政府采
购、基本建设、廉政制度规定、监督投
诉电话、干部职业道德规范等。2015
年主动公开信息7727条，其中，税收
动态信息3853条，政策法规类及业务
类信息3080条，其他类信息794条。
2016 年 1 月-5 月，主动公开信息
4143条。

广泛开展税收宣传，充分利用实
体、网上纳税人学堂、微信“微学堂”培
训纳税人，提高纳税人自主办税能
力。自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
举办纳税人培训218期，培训纳税人
27772人次；组织重点税源企业到北
京国家会计学院和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参加专题业务培训，2期共 181人。
2016年1月以来，共编印和发送《“营
改增”基本知识》等28种税收宣传手
册共计47万余册。充分利用报纸、广
播、网站、微信等传统和新兴介质和媒
体做好税法宣传。

优化网报系统
推进办税现代化

积极构建“网上办税服务厅”，开
发网上申报、网开发票、个人所得税客

户端等办税软件，基本实现对实体办
税服务厅主要业务的覆盖，让纳税人
足不出户即可办理涉税事项，极大地
方便了纳税人。目前，全省网报纳税
人17.35万户，金税三期系统上线后至
今网上申报数达512.6万户次，其中单
位纳税人网上申报率达92.34%，网上
缴税金额323.95亿元。为了保证涉税
数据传输的安全，不致出现丢失、被他
人窃取、泄密事件的发生，纳税人需要
使用CA证书对纳税人的申报数据进
行加密处理；进行CA安全认证时，纳
税人需向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缴
纳存储介质费和年服务费。

为不断提升网上办税系统的服务
质效，省地税局按国家税务总局统一
要求对原网上办税系统进行了升级，
并于去年10月1日在全省上线金税
三期系统。金税三期系统上线至今，
省地税局积极收集纳税人对网报系统
优化的需求，共完成各类优化需求
682个；制定了《关于纳税人端软件技
术服务解决方案》，在全省地税各办税
大厅增派网报导税人员，现场帮助纳
税人解决网上办税疑难问题。

强化廉政教育
规范执法行为

加强纪律规矩教育。省地税局始
终把纪律建设作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的治本之策。结合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活动，以“海南地税廉政之窗”
为载体开展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活
动，组织干部职工到省、市反腐倡廉警

示教育基地，充分发挥违纪案例的警
示教育作用，增强广大干部职工遵规
守纪、廉洁从税的自觉性。

签订岗前廉政承诺。抓住重点领
域、重要岗位和重要环节，严明纪律。
要求大厅每位前台工作人员上岗之前
必须签订岗前廉政承诺书，承诺书包
括岗位职责、廉政职责、廉政承诺等方
面的内容，提醒督促大厅每名工作人
员严格按照承诺内容和要求，增强服
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履行廉政承
诺，服务好纳税人。

强化内控机制建设。持续按照
“制度+科技”的要求，综合运用信息
化手段，不断完善内控机制。进一
步梳理查找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
权的风险点，整合升级廉政风险防

控预警系统和行政权力网上公开运
行平台，税收执法领域覆盖面由
40%提升到 85%。下一步，还将着
力推进内控机制信息化升级版建
设，促进形成多方位，人机互补的内
控机制防范体系。

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及时转发中
央和省委、国家地税总局党组有关落实

“两个责任”不力问题的通报，结合实际
开展作风纪律及财务管理自查自纠，局
领导分别带队进行核查督导，及时发现
并整改75个问题。持续整治“庸懒散
奢贪”、为官不为、“不干事、不担事”等
不正之风，实行“工作日报制”、“每周要
情”、上下班指纹考勤制度，切实加强干
部日常监管考评，并结合开展绩效管
理，有效推动重点工作落实。

本报讯（通讯员 揭才彬）为切实
推进地税系统党风政风建设，不断优
化纳税服务，持续提高纳税人满意度
和税法遵从度，5月20日至27日，省
地税局先后组织海南省企业家协会
及大企业代表、中小微企业代表、律
师协会代表召开3场座谈会，就地税
系统纳税服务、税收征管、作风建设
等方面工作向纳税人代表征求意见
和建议。

座谈会上，参会代表纷纷表示，
对海南地税个性化纳税服务、日常
帮扶表示感谢，对海南地税近年来
的服务水平提升表示满意。同时，
16家大企业代表也向省地税局反映
了办税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建议，包
含征收管理、纳税服务、税收政策公
平、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等 4个方面

12个具体问题和建议，内容涉及未
出台针对企业通讯费、公车补贴等
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网报第三方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不通畅，部分市
县局政策落实不到位、税务人员业
务素质有待提升等。海口地区的12
家房地产、建筑安装、酒店服务、制
药、餐饮、娱乐等行业的代表对提高
地税机关服务水平提出了四点建
议，包括加强国地税合作、提高国地
税12366纳税服务热线“营改增”咨
询答复的准确率、改进办税服务厅
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工作效率、
确保网报系统 4008888363 客服电
话畅通等。律师协会代表反映了

“合伙律师事务所的投资者每次网
报后还需要到办税大厅刷卡缴税，
不够便利”的问题。

针对参会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
省地税局高度重视，认真分析研究，
将相关问题推送到具体的业务部门，
并纳入督办事项，要求限时将办理结
果完整反馈给参会代表。比如，对涉
及“营改增”方面的问题，明确提出由
纳税服务部门将意见建议告知省国
税局，共同采取有力举措解决纳税人
办税的“痛点”和“难点”。

近日，省地税局已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制定企业通讯费、公务交通
费用并入工资薪金计算个人所得税
的有关政策和标准；对律师协会代
表反映的问题，省地税局有关部门
已研究函复海南省律师协会，详细
介绍了有关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实
际工作成效增强纳税人对地税工作
的认同感。

加强党风政风建设

海南地税开门纳谏获好评

海南地税开门纳谏改进纳税服务。（图片由省地税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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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税局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高服务质效

手机一扫，涉税信息“码”上读

本报讯（通讯员 邢斌）今年以来，
海南地税围绕2015年党风政风行风评
议活动的评价意见，强化“互联网+”思
维模式，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充分利
用互联网技术成果，以提高服务质量和
办税效率为目标，为纳税人提供“二维
码”一次性告知和手机动态码“零申
报”两项便民办税新举措，使纳税人足
不出户便可办理日常涉税业务，持续提
升纳税人的满意度和遵从度。

手机一扫“二维码”，办
税事项全知道

近日，海南绿笙公司财务经理李
娟到海口市地税局，咨询税收优惠办
理事宜。“没有办过相关的业务，不知
道需要带什么资料，请问有哪些流
程？”“您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图
标，就能获取所需资料和办理流程
了！”在专职导税员的引导下，李娟很
快便通过“二维码”获取了税收优惠办
理的办理指南。她连连称赞：“税务部
门也紧跟时代步伐啊！以前来办业

务，常因漏带了资料白跑，现在能够通
过扫描二维码，把办理流程存在手机
里随时查阅，真是智能又便捷！”

省地税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办税事项“二维码”一次性告知，是指税
务机关制作并在办税服务厅、门户网
站、税务微信等办税服务平台放置二维
码图标，纳税人通过扫描二维码即可通
过手机等移动终端获知办理该项业务
的资料准备、基本流程等信息。

海南地税今年推行“二维码”一次
性告知业务，改变了传统纳税人使用
纸笔记录各类办税事项的习惯。纳税
人只需通过手机、PAD等移动设备，
扫描海南地税门户网站、“海南地税”
微信、税企QQ、办税一体机、全省地
税各办税服务厅的导税台、自助办税
区和办税窗口等多个渠道所展示的涉
税事项二维码，便可获知相应涉税事
项的业务描述、政策依据、受理部门、
报送资料及基本流程5项基本内容，
更便于纳税人查阅及保存，有效地避
免了纳税人因记录有误而重复往返办
税服务厅。海南地税“二维码”一次性

告知，现已涵盖了包括税务登记、税务
认定、申报纳税、优惠办理、证明办理
和“营改增”等13类373项涉税事项，
并能根据税收法律法规变动所涉及的
涉税事项进行不定期更新，有效帮助
纳税人快速、便捷地获取规范、准确的
税收业务办理指南。

省地税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推行办
税事项“二维码”一次性告知，是贯彻中
央《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
有关创新纳税服务的要求，是落实“互
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是持
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具体项
目，是提升纳税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创新
手段。为做好此项工作，省地税局成立
了“二维码”小组进行集中攻关，梳理

“二维码”一次性告知内容373项，提
炼、简化“二维码”告知工作的要点和事
项图标，在此基础上制作并对外发布

“二维码”信息；还通过地税门户网站、
12366热线、海南地税微信公众号、税
企QQ、宣传册等渠道和方式进行多维
度宣传，为全面落实“二维码”一次性告
知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登录“动态码”，“零申
报”业务快捷办理

今年1月1日起，纳税人使用手
机动态码登录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网上
办税服务厅（以下简称“网厅”）便可办
理“零申报”业务，不必再到办税大厅
排队办理该项业务。这是海南地税推
出的又一项“互联网+税务”创新服
务。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1万户纳
税人使用手机动态码登录网上办税服
务厅进行“零申报”业务。

省地税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零申
报”纳税人是指在税务机关办理了税
务登记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当期未
发生应税行为，按照国家税收法律、行
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应向税务机关
办理零申报手续，并注明当期无应税
事项；而手机动态码，指的是专用于

“零申报”纳税人登录网厅时，由税务
机关向“零申报”纳税人申请绑定的手
机号码发送实时验证码，“零申报”纳
税人凭实时验证码登录网厅办理“零

申报”业务。
据了解，想开通手机动态码登录

网厅的“零申报”纳税人只需要到主管
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提交申请表，即
可开通手机动态码登录网厅办理“零
申报”业务。目前，网上办税服务厅支
持省内登记的手机号码接收手机动态
码，登记为省外的手机号码暂未开通
该功能。

该项举措使“零申报”纳税人无需
再到办税服务厅排队办理“零申报”业
务，既节约了纳税人办事成本，也有效
缓解办税高峰期办税服务大厅的人流
压力，提高办税效率，使纳税人充分享
受“互联网+税务”的便捷性，受到广
大纳税人的认可。

省地税局相关负责人提醒，手机
动态码登录方式仅提供给“零申报”纳
税人通过网上办税服务厅办理“零申
报”业务。一旦“零申报”纳税人变为
有税申报纳税人，其应前往主管税务
机关办税服务厅办理CA密钥登录网
上办税服务厅申报纳税或者前往办税
服务厅申报纳税。

携手海南地税“零距离”
五招教你“不失联”

一、如何拨打海南地税 12366 纳税
服务热线

1.省内用户拨打电话12366转2号键；
2.省外用户拨打0898-12366转2号键。

二、如何关注海南省地方税务局门户
网站12366“我要咨询”平台

登录海南省地方税务局门户网站，网址为：
www.tax.hainan.gov，点击“我要咨询”，即可
在线咨询税收政策问题，一般问题在受理后2
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复杂问题在5个工作日
内做出答复。

三、如何查找添加海南地税“QQ在
线服务”平台

1.电脑或手机下载“QQ”软件并安装，注册
QQ帐号。

2.运行QQ程序，在登录界面输入QQ账
号、密码进入QQ程序界面，点击其中的“查找”
按钮。

3.在弹出的查找框中输入需要添加的QQ号
——1457751426（昵称：hnds12366），点击“查
找”按钮，出现搜索结果后，点击“加友”按钮进行
好友的添加操作。添加好友“hnds12366”成功
后，即可即时进行QQ在线咨询税收政策问题。

四、如何关注“海南地税”微信税务局
（一）登录个人微信账号→点击右上角“添

加朋友”→选择“查找公众号”→输入“海南地
税”或“hainandishui”→点击“关注”。

（二）登录个人微信账号→点击右上角“扫一
扫”→用手机扫描如下所示二维码→点击“关注”。

五、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对外公开电话
一览

1、纳税咨询、纳税服务投诉电话：12366-
2；12366-2-4-1。

2、税收违法举报电话（检举纳税人税收违
法行为）：66969110。

3、税收干部违纪举报电话（检举税务干部
违纪行为）：66969050。

4、网报系统技术咨询电话：400-8888-
363（省内），0898-66963863（省外）。

5、政 府 信 息 公 开 机 构 联 系 电 话 ：
66969126。

纳税服务台

（长按图示二维码，点击识别二维码关注）

“互联网+税务”思维创新纳税服务
——海南地税今年推出两项便民办税新举措获公众认可

省地税局2016年党风
政风行风建设公开承诺

推进政务公开：加大税务行政权力公开力
度，做好税收政策法规公开，完善税收征管执法
公开内容，扩大纳税服务公开范围，保障人民群
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税收执法
管理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增强地税机关公信力、
执行力。

创新服务方式：实行审批事项一窗受理、内
部流转、限时办结、窗口出件；深化国地税合作，
实现“前台一家受理、后台分别处理、限时办结
反馈”服务模式；完善首问责任、限时办结、预约
服务、延时服务、24小时自助办税服务等便民
服务措施，缩短纳税人办税时间。

加强能力和作风建设：开展“岗位大练兵，
业务大比武”活动，提高干部纳税服务能力；不定
期开展明察暗访，着力整治庸懒散奢拖、敷衍塞
责以及服务态度生硬等问题，建立“群众点评”机
制，实现纳税人满意度评价线上线下全覆盖。

如何查询纳税信用
A级纳税人信息？

去年，海南省地税局开发上线了“纳税信用
查询平台”。广大纳税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现在
足不出户即可查询2015年等历年被评为纳税
信用A级的纳税人信息。

方法一：登录海南省地方税务局门户网站
（www.tax.hainan.gov.cn）—在网站首页点击
“纳税信用查询平台”输入相关信息查询。

方法二：关注并进入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微
信号：hainandishui）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
查询”—点击“纳税信用A级企业”，输入相关
信息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