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记者罗
霞 实习生王淼）2018年海南名特优
商品展暨琼匠文化博览会将于10月
26日至 28日在三亚大东海广场举
行，椰树、春光、南国等海南知名品牌
企业将带着优质产品参展。这是海
南日报记者24日从展会组委会获悉
的。

由省商务厅主办、南海网承办的
2018年海南名特优商品展暨琼匠文

化博览会，是2018年（第三届）海南
国际旅游岛购物节的重要活动之
一。此次名特优商品展将汇聚省内
60余家品牌企业1000余种商品，热
带水果、海产品、茶、咖啡等30多个
种类的产品将得到展销。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春光已准备了椰子粉、椰
子糖、千层酥饼干等3大类商品参
展，其中千层酥饼干系列产品是公司

最新上市的产品。
“这次展会上，我们将带来10余

种产品进行展销。”海南椰树集团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海南名特优
商品展暨琼匠文化博览会是展示海
南名特优商品的一次难得的机会，椰
树集团将带来椰子汁系列产品、火山
岩矿泉水、菊花茶、冬瓜茶等产品。

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南国食品将带来5大

系列24个单品参展，包括椰子粉、咖
啡等固体饮料系列产品，椰香薄饼、
椰浆蛋卷等休闲食品系列产品，椰子
糖、榴莲糖、开心椰球等特色糖果系
列产品，辣椒酱、胡椒粉等调味品系
列产品。

此外，本次展会将展示40余幅
来自俄罗斯20多名艺术家的作品，
现场还将展示黎族织锦、海南黄花梨
雕刻、椰雕等产品。

海南名特优商品展明起三亚举行
逾60家企业1000种商品将参展

海口秀英计划3年内
保护恢复湿地496亩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陈创淼）海南日报记者23
日从海口市秀英区获悉，根据秀英区制
定的精准扶贫十大行动，该区将实施生
态扶贫示范促进行动，计划3年内保护
恢复湿地496亩，鼓励贫困人口参与湿
地保护与修复工作，以增加收入。

据了解，秀英区将优先支持贫困村
实施防护林建设等重大生态工程，提高
贫困人口参与度和受益水平。创新生
态资金使用方式，利用生态补偿和生态
保护工程资金，使有劳动能力的部分贫
困人口转为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
鼓励贫困人口将林地经营权入股合作
社，增加贫困人口资产性收入。开展湿
地保护与恢复行动，打造一批湿地保护
区域，创建湿地保护示范点。

关注2018年（第三届）海南国际旅游岛购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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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记者王
培琳 实习生林美余 通讯员李明镜）截
至 9月末，海南省农信社各项存款
1931.22亿元，较年初增加265.32亿
元；各项贷款1175.79亿元，较年初增
加151.87亿元。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
10月24日海南省农信社召开的前三季
度电视电话经营分析会上了解到的。

另外，“555”工程有序推进，50万
元（含）以下贷款余额187.36亿元，占

比16.68%，提高1.93个百分点；500
万元（含）以下贷款余额546.83亿元，
占比 33.79%，提高 5.44 个百分点；
5000万元（含）以下贷款余额546.83
亿元，占比48.69%，提升7.01个百分
点，信贷结构进一步调优。

前三季度，省农信社经营质效稳
中有升，不良贷款清收11.03亿元，不
良贷款核销 3.45 亿元，计提拨备
29.25亿元，成本收入比下降2.98个

百分点，缴税9.97亿元。
会议强调，前三季度省农信社

存贷款等各项指标继续稳中向好，
成绩来之不易。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省联社党委全面加强
党建工作，紧抓“433”信贷投放，扎
实做好小额贷款扶贫、产业扶贫、岭
门村定点扶贫三篇文章，确保各项
整改工作落到实处，坚定不移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向省

委、省政府和社会交出了一份比较
漂亮的成绩单。

省农信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利光
秘表示，在取得进步的同时，还要清晰
认识到，基础差、底子薄，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社情在海南农信还没有根本
性地改观，海南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还
将持续一段时间。在充分认识到各种
困难复杂性、艰巨性的前提下，对照存
在的差距，提前谋划，以昂扬向上的精

神状态，保质保量完成年初制定的各
项目标任务。同时结合农信实际，提
前布局明年存贷款和不良清收工作，
完善全省金融扶贫工作计划，紧紧抓
住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历史机遇，对标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在自由
贸易账户体系建设、外汇、国际结算和
跨境本外币一体化方面勇当先锋、做
好表率。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记者傅人意）今年
我省将投资3940万元作为扶持品牌农业发展资
金,全省将有近300家单位、企业获得资金支持。
目前，经生产经营主体申报及相关部门审核，
2018年品牌农业发展资金申报审核通过名单及
金额正在公示。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品牌农业发展资金主
要用于奖励农产品品牌认证、农业标准化建设、

“三品一标”认定等，如海南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
公司海南名牌农产品认定项目将获得扶持资金
10万元；海南广鑫牧业有限公司创建的畜禽养殖
标准化创建示范场将获得扶持资金50万元……
同时，还有部分企业将获得农业品牌营销推介方
面的资金扶持。

“此次品牌农业发展资金发放，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农业标准化建设项目将获20
万元、农产品品牌认证获100万元。”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副研究员孙程旭表示，海南
椰子标准化建设去年12月已获批并发布，标准从
椰子种植、采摘时间、加工包装等方面进行规范，
促进海南椰子产业良性健康发展。农产品品牌认
证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奖励去年9月已获批的“文
昌椰子地理标志”。

省农业农村厅总畜牧师李万有表示，此次公
示的企业大多数是农产品已获认证“三品一标”
的企业或一些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企业，“全
省畜禽养殖标准化创建示范场有4-5家获批，品
牌资金的扶持，将有利于企业积极创建标准化示
范场。”

未来3-5年，我省将对海南原有的500个
农业品牌进行资源整合，培育创建海南农产品
公用品牌 30 个，认定海南省名牌农产品 50
个，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 750个，实现海南
农产品公用品牌总产值占全省农产品总产值
50%以上。

海南拟投近4000万元
支持品牌农业发展
全省近300家单位、企业获益

省文联省作协岗位大练兵
培训班澄迈开班

本报金江10月24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吴雅菁 张文萃）24日上午，省文联、省作协在
澄迈老城举办为期3天的“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专题活动岗位大练兵培训班。省文联、省作协全
体机关干部职工，各市、县、自治县文联，省各文艺
家协会等单位共计80余人到场参训。

省文联相关负责人在培训班上强调，各相关
部门、人员要提高思想站位，提升自我标准，主动

“充电”，集中精力深钻细研，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全面提高自身业务素质、理论修养和促
进文艺创新发展的能力。

据悉，本次培训班课程均经过精心设计，包含
重要讲话、会议精神解读，理想信念教育和公文写
作、信息分析等多个方面内容。为了提升课程质
量，省文联、省作协还邀请了相关领域的省内外专
家进行授课。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刘碧波 吴芳玲

“不算不知道，新个税法过渡期
政策实施后，原应缴1318元的个税
减 少 至 569 元 ，减 税 比 例 达 到
56.83%。”近日，在海南东坡学校里，
校长冼启君在税务局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计算了自己10月份的工资，个
税改革带来的红利凸显无遗。

从本月起，新个税法5000元/月
扣除额的标准开始实施，同时新的税率
表扩大了3%、10%、20%三档低税率
级距，增加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据
测算，实施新的扣除额和新的税率表之
后，不同收入群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减
税，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减负明显。

近日，在博鳌金海岸大酒店工作
的严先生发现自己10月份实领工资

比上个月有所增加，公司财务人员告
诉他，原来月收入扣除三险一金后，
还有4887.43元，按原政策应扣缴个
人所得税41.62元，因执行个税过渡
期政策，不到5000元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所以全额发到账户。严先生高
兴地说：“我领到手的工资多了，真切
感受到个税改革带来的实惠。”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何先生给海南日报记者算了一
笔账，“我的工资扣除三险一金后，再
按个税新政扣除5000元，应纳税所
得额为5465.59元，适用税率由原来
的20%降为10%，应纳税额由原来的
538.12元降为186.56元，从10月份
起，我的工资每月直接多了351.56
元，减税比例达到65.33%。”何先生
表示，这么大的减税力度关系到每个
人的钱袋子，公司员工对个税新政策

反映最多的就是喜悦。
随着个人工资单上扣税金额的

下降，企业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整体
情况也悄然改变。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是一
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主要经营纸和
纸板容器制造等业务。“此次新个税
改革相当于是国家帮我们涨了工
资。”该公司人事部门负责人于女士
用一组数字对比改革前后的显著变
化，“我们公司有2300多人，起征点
调整后，10月份有600名职工不再需
要交纳个税，代扣代缴税额就减少了
30万元，足足下降了五成。”

不仅是个人收获了“减税红包”，
合伙企业一定程度上也获得“新政福
利”。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
业和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第四季
度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减除费用按

照每月5000元执行。来自一家税务
师事务所（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
的财务张会计说，“如果按照去年的
经营所得35.2万元计算，去年适用
30%的税率，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
4.225万元，假设明年的成本费用、税
金和损失与去年的12万元相同，但
投资者本人扣除额一年则可以扣除6
万元，那么明年我们适用的税率则是
20%，可以少缴纳1.835万元的个人
所得税，切实减轻了我们的税负，也
增加了我们的收入”。

目前，海南税务部门正持续走进
企业提供“一对一”精准辅导，同时优
化纳税咨询服务，推广个税扣缴客户
端，积极进行个税新政宣传和培训，
真正让纳税人减税减压又减负，让纳
税人获得感“再升级”。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

个税改革后，我省中低收入群体减负明显

一边算账一边笑，到手的工资变多了

省农信社支农支小成效明显

前三季度涉农贷款余额达393.87亿元

省农科院携手海南银行

共同探索
“农业科技+金融”新路子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记者王培琳）10月
24日下午，海南银行与省农科院在海口签署《服
务海南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融
洽、紧密、全面的政银企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共同为海南省打造“农业科技+
金融”的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贡献力量。未来
3年内，海南银行将为省农科院推荐的优质企业
提供整体意向性授信额度50亿元。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授信业务、结算业务、现
金管理服务、投资银行业务、理财服务、私人金融
服务以及其他服务领域开展合作，共同支持海南
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共享农庄建设，服务重点农
业产业园区，为从事农业科技创新及特优名新热
带农产品生产及附加值高的加工企业提供融资支
持，为农业科研人员和优质农户提供理财定制和
消费信贷服务。

另外，省农科院将组织、推荐优质合作企业
与海南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形成更为紧密
的银企合作关系，为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打下
坚实基础。海南银行将综合运用项目贷款、票
据融资、保理融资、产业基金等方式，量身定制
融资服务方案，优先为合作机构、企业提供融资
支持。

人民创投与海南生态软件园
共推区块链产业发展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陈金梅）人民网人民创投与海南生态软件园将
在区块链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从10月23日召开的2018人民网区块链技术
秋季论坛上获悉的。

双方合作领域包括智库合作、产业合作、品牌
合作、资本合作等四个方面。人民创投区块链研
究分院将落户海南生态软件园，开办产业政策研
究室；人民网人民创投产业加速器也将在海南生
态软件园建立，并重点推进园区内区块链、文娱、
电子竞技等产业的发展，聚集一批区块链企业、技
术、人才、资本力量。

当天，双方共建的“全国党政领导干部区块链
培训基地”揭牌，该基地重点面向全国各级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和大中型国有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
管理人员与业务骨干开展区块链培训。

“一带一路”媒体海南行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杜娥

“海南天气炎热，我很好奇，平时
工人的工作强度大么？”24日，“一带
一路”媒体采访团走进洋浦经济开发
区，在参观国投孚宝油品码头时，苏丹
总统府前新闻顾问伊玛德·赛德提出
了这个疑问。

这时，一艘油船已在码头靠岸，偌
大的油品码头，油气管道随处可见，但
鲜少看到正在作业的工人。

“这个码头机械化运作程度很高，
所以现场工人比较少，工作强度也不
大。比如码头建成后创建的‘滑板与
水垫组合出运大型预制构件施工工
法’，就可以轻松运送800多吨的箱
梁，如同‘蚂蚁拉大象’一样，省去很多
人工成本。”工作人员的话回答了伊玛
德·赛德的疑惑。

不少人同伊玛德·赛德一样，对油
品码头的建设发展充满兴趣。大家得
知，停靠的油船是韩国制造的，由一家
加拿大的公司在管理，船员大多来自
中国、印度、菲律宾等，它运送的是来
自阿联酋的石油，这座油品码头将为
其提供仓储服务。埃及《消息报》记者

侯萨姆·埃伊德觉得，看上去简单的一
个油品码头却很有故事，用“国际化”
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伊拉克《人民之路报》中国新闻
处记者麦赫尼·阿卜杜拉·贾巴尔·萨
勒曼很是感慨。他认为，从一定程度
上来说，目前大家看到的场景，就是

“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成果，这些成
果惠及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众
多群众。

“伊拉克是石油之城，这次来海南
采访，还有机会了解海南的炼油化工
项目、油品码头和集装箱码头建设，实
在是太难得了！”每到一处参观采访，
讲解员话音刚落，麦赫尼·阿卜杜拉·
贾巴尔·萨勒曼就一个箭步走上前去，
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

得知海南支持洋浦建设成为面
向东南亚的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国
际能源交易中心和油气储备加工基
地等，麦赫尼·阿卜杜拉·贾巴尔·萨
勒曼表示十分愿意把海南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故事带回去，让更多
人了解不断开放的海南，并期待伊
拉克能与海南这些好的石油项目展
开合作。

谈及24日参观采访的感受，除了
多数人都有的惊喜外，来自阿塞拜疆
Femida.az网的主编居纳伊·姆拉德
利感到既熟悉又亲切。“我在这里看到
的港口、码头、炼油化工项目建设乃至
空气中弥漫的特殊味道，都使我想到

了我的家乡，感觉很熟悉。”她说。
成立第8年，中国石化海南炼油

化工有限公司就建设了中国第一套
自主知识产权的芳烃联合装置，这标
志着中国石化成为全球第三家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芳烃成套生产技术的

企业。听完讲解员的介绍，居纳伊·
姆拉德利连连赞叹：“海南炼化加工
原料油技术的发展就像城市建设发
展进程一样快。海南处处都有很好
的报道素材。”

（本报洋浦10月24日电）

“一带一路”媒体采访团参观洋浦经济开发区后感叹：

海南处处都有很好的报道素材

中外记者参观洋浦经济开发区国投孚宝油品码头。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邱肖帅 摄

发放扶贫小额贷款8694户、2.12亿元

完成省政府分配任务的115.92%
占全省金融机构的65.87%

省农信社
前三季度

各项存款1931.22亿元

较年初增加265.32亿元
存款

各项贷款1175.79亿元

较年初增加151.87亿元
贷款

(数据来自省农信社) 制图/孙发强

涉农贷款余额393.87亿元

实现持续增长

小微贷款余额378.89亿元

增加38.64亿元,申贷获得率达83.26%

其中1000万元以下小微贷款实现双增

发放50万元以下农民小额贷款和

100万元以下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48.5亿元

完成省政府年初下达的24亿元任务的202%支农
支小

三亚推出6条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本报三亚10月24日电（记者林
诗婷）海南日报记者23日从三亚市旅
游委获悉，三亚市日前推出包括中廖
村、西岛渔村、青塘村等在内的6条精品
乡村游线路及旅游产品，丰富旅游产品
供给，推进全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日前，三亚市旅游委工作人员走
进部分居民小区开展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推广活动，通过布置展架、图片展等
展示三亚最新推出的6条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观
展。三亚多家知名旅行社工作人员还
向前来咨询的民众提供了关于乡村旅
游产品的咨询服务，并开展乡村旅游
民意调查，获取准确数据促进旅游产
品进一步完善。

此次，三亚市推出的6条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就涵盖了三亚所有五椰级
和四椰级乡村旅游点以及主要的“金
牌农家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