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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根据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

10月份，中国·海南旅游消费价格指数（以下简称海南TPI）

同比上涨0.60%，环比上涨4.66%。

从同比看，10月份海南TPI六大类指数（吃、住、行、游、

购、娱）呈“两涨三降一平”的态势。交通类、餐饮类价格指

数同比分别上涨8.18%、1.89%，影响旅游指数分别上涨

2.69、0.29个百分点；门票类、住宿类、购物类价格指数同比

分别下降8.92%、7.22%、1.54%，分别影响旅游指数下降

0.79、1.34、0.27个百分点；娱乐类价格指数同比基本持平。

从监测小类结构看，10月份海南TPI同比涨幅较大的是机

票价格、三星级以下酒店双标客房价格和温泉娱乐价格，较

去年同期分别上涨10.47%、6.01%、5.09%。10月份海南

TPI同比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受部分航线航空运力减少和运

价提高等因素影响，机票价格同比上涨，拉动住宿类价格指

数上涨。

从环比看，10月份海南TPI六大类指数呈“五涨一降”

的态势。交通类、住宿类、餐饮类、门票类、娱乐类价格指数

环比上涨7.70%、7.64%、4.38%、0.77%、0.29%，分别影响旅

游指数上涨2.54、1.42、0.68、0.07、0.02个百分点；购物类价

格指数环比下降0.33%，影响旅游指数下降0.06个百分点。

10月份海南TPI环比上涨的主要原因：一是受海南旅游旺

季和国庆旅游黄金周的影响，机票、酒店等部分旅游商品和

服务价格一定程度上涨；二是进入10月份，大部分景区开始

执行旺季门票价格，拉动门票类指数上涨。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计，11月份，我国北方大部

分地区开始降温，海南独特的旅游气候优势逐步显现，入岛

游客和候鸟人群不断增多，预计11月份海南TPI总体将继

续呈上涨的趋势。 （晓原 笑冬）

10月份海南旅游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66%
专题

根据海南省委省政府和海口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六

大专项整治的部署，为精准推进违法用地违法建筑整治，我市

正在对2013年以来新建但批建手续不全的农宅建筑进行“一户

一宅”的申报和认定，但现在仍有部分农宅建筑户主未到所属

镇（街）服务窗口办理“一户一宅”申报认定。根据《海口市防控

和处置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属于本村村民但尚未进行“一户一宅”认定的农宅建

筑，请户主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到所属镇（街）服务窗口办理

“一户一宅”申报认定。

二、对空置无人且不申报的，将纳入无主违法建筑依法处置。

三、本公告未尽事宜，请与辖区相关管理部门具体咨询:

秀英区城市管理委员会：68669428

龙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66569060

琼山区城市管理委员会：65909338

美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65226568

桂林洋开发区综合执法大队：65717628

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65580270

海口市违法用地违法建筑专项整治指挥部办公室
2018年11月19日

海口市违法用地违法建筑专项整治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加快推进我市农宅建筑“一户一宅”申报认定的公告

一、项目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外聘评估合
作机构入围项目。

二、评估机构基本条件：
（一）在海南省内依法设立并取得国家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评

估资质（许可），具有与开展评估业务相适应的固定工作场所，组织
机构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较为完善并且执行有效。

（二）评估机构遵守执业准则和执业规范，有连续三年（含）以
上相关领域从业经历，且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规或行业自律惩戒
记录。

（三）具有与评估对象相适应的资质条件、专业人员，其中：
土地类评估公司应具备土地B级以上评估资质，具有土地估价

师资质的人员不少于5人；房地产类评估公司应具备土地B级以上
和房产二级以上的评估资质，具有土地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师等各

项资质的人员不少于8人；资产类评估公司评估范围除矿业权评估
等单一的评估公司之外的所有资产评估公司，具有注册资产评估
师、土地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师等各项资质的人员不少于8人。

三、报名要求：报名者请携带本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
证书（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和法人代表委托授权书（原
件）等相关材料。

四、报名时间：2018年11月19日—11月23日
项目邀请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1号中银大厦1005室
邮编：570102
联系人：云女士 韩女士
联系电话：66562586 6656255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8年11月19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外聘评估合作机构入围项目邀请公告

海南菜篮子价格快报
发布单位：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采价时间：2018年11月19日 单位:元/斤

更多菜篮子价格信息，请登录“海南价格网”查询。

商品名称
鲜猪肉
鲜猪肉
鲜羊肉
鲜牛肉
鸡肉
鸡蛋
带鱼
青椒
尖椒
芹菜
油菜
圆白菜
豆角
韭菜
西红柿
胡萝卜
土豆
大白菜
蒜苔
冬瓜
苦瓜
空心菜
地瓜叶

规格、等级
白猪肋条肉
白猪精瘦肉
新鲜带骨
新鲜去骨

白条鸡、开膛、上等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冻 250克左右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平均价格
11.91
17.40
42.03
44.43
17.53
7.08
22.24
5.02
5.43
4.41
3.39
2.24
4.04
3.74
4.94
3.07
2.87
2.35
5.61
2.02
4.55
3.00
2.69

日环比
0.00%
0.00%
0.00%
0.00%
-1.41%
0.00%
-1.42%
-3.09%
-2.51%
2.08%
0.89%
-2.18%
-3.12%
-3.11%
-3.52%
0.99%
-0.69%
2.62%
-1.23%
-2.88%
-3.40%
-2.91%
-7.56%

新华社海口11月19日电（记者
李金红）冬日时分，海南省昌江黎族
自治县，在通往昌江棋子湾靠海岸线
一侧，每间隔1000米左右，一个高约
1米左右并写有“生态红线”字样的白
色界碑格外引人注目。

对于昌江海尾镇沙渔塘村59岁
的欧波来说，这个界桩是个“新鲜事
儿”。“界碑像项链一样串联起来，你
就知道哪个是保护区，哪个是禁止开
发区了。”

昌江位于海南西部，因昌化江流
经境内而得名，是个只有20多万人
口的黎族自治县，境内有着海南棋子
湾度假区和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

记者在通往棋子湾靠海一侧，看
到一块柱状界碑，四面均用红色加粗
写有“生态红线”的字样，靠近路面一
侧，还附有一个二维码。记者扫码
后，手机屏幕上显示了该区域为Ⅰ类
生态保护红线区，还有《海南省生态
保护红线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欧波在广州从事绿化园林生意，
打拼了近30年后决定回家创业。“生
态红线划定后，老百姓知道哪些是开
发禁止区域，知道‘踩红线’后将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按照保护区划分，
欧波正计划在符合要求的区域内打
造一批特色的渔村民宿。

昌江将生态红线划在大地上只
是海南实施“多规合一”实现生态保
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一个缩影。实
际上，2016年，海南根据省域“多规

合一”改革试点要求，在全国率先颁
布实施《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
定》，划定陆域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
11535 平方公里，占陆域面积的
33.5%；划定近岸海域生态保护红线
总面积8316.6平方公里，占海南岛近
岸海域总面积的35.1%。

昌江生态环境保护局局长陈学
智介绍，作为海南开展生态保护红线
勘界定标试点县，昌江将生态红线划
在大地上，标注生态功能区、生态环
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为生态保护红
线的监管提供事实依据，也让更多的
群众知晓底线。

位于霸王岭下的七叉镇，长期以
来，附近百姓“靠山吃山”，不少百姓
时常进入生态环境敏感区，上山采伐
打猎。“如今划定的红线不再停留纸

上，更加直观明确。”陈学智说。
目前，昌江在棋子湾沿线和霸王

岭下共立生态红线界桩198根，在镇
区及村委会显眼位置设立了生态红
线3D影像图及平面影像图。不止于
此，昌江还利用高科技手段，开展生
态保护红线自查，对部分处于深山、
河流远滩以及其他难以涉足的疑似
违法图斑，采用无人机进行辅助航拍
核实取证。

“红线就是底线，对违规生态保
护红线开发建设等问题，可以早发
现、早提醒、早制止、早处置。”陈学智
说，今年上半年昌江开展的生态红线
区内违法违规项目整改活动中，对昌
江水产开发有限公司3处违法违规
图斑的整改工作，拆除及填埋图斑面
积9亩，复绿面积20亩。

中央媒体看海南

海南昌江：将生态红线划在大地上关注“奔跑海南”
环岛健跑活动

三亚启动
信用联合奖惩制度
恶意欠薪等社会主体将入“黑名单”

本报三亚11月19日电（记者林诗婷）三亚
恶意欠薪、恶意欠缴社会保险费、骗取社会保险待
遇等严重失信行为，将受到有关部门的严厉惩
戒。海南日报记者11月19日从三亚市政府获悉，
三亚日前印发《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
用“红黑名单”发布和联合奖惩制度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细则》），将对企事业单位等各类社会主体
启动信用“红黑名单”制度，为守信企业实施“绿色
通道”等激励措施，对失信企业采取惩戒措施。

根据《细则》，三亚将推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和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其中，对于有恶意欠薪、恶意欠缴社会保险
费、骗取社会保险待遇、非法用工、逃避劳动保障
监管等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
序的各类社会主体，将列入失信“黑名单”对外发
布，并进行联合联合惩戒措施，包括实行行政性约
束和惩戒措施等。

对于经三亚市人社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实施
分类监管确定信用良好的各类社会主体，将被列入
守信“红名单”，并享受到相应的联合激励措施。

三亚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将通过“信
用中国”“信用海南”“信用三亚”等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查询奖惩相对人在其他地区、行业、领域的信
用记录，作为信用“红黑名单”发布、联合奖惩的重
要依据，推动信用信息共享和信用评价结果互认。

琼海实行
焚烧秸秆有奖举报
最高奖1000元

本报嘉积11月19日电（记者丁平）海南日报
记者11月19日从琼海市农林局获悉，为充分发挥
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及时发现、制止、
惩戒和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琼海市决定对露天焚烧秸秆行为实行有奖举报。

根据举报证据与违法事实查证结果，分为两
个等级进行奖励：一级是提供举报对象的详细违
法事实、线索及直接证据，协助查处工作，举报内
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一次性奖励1000元；二
级是提供举报对象的违法事实、线索及直接证据，
不直接协助查处工作，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相符，
一次性奖励500元。

奖励条件为：被举报对象明确，有所在镇
（区）、村委会、村庄和姓名；举报的事实具体，有焚
烧的具体位置和明显的标志物，有照片或影像等
证据；举报内容事先未被相关部门掌握、查证和依
法作出处理。

奔跑山城 享一份独特秋韵

“奔跑海南”五指山站
活动即将启动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
者柳莺）作为“奔跑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环岛全民健跑活动之一，
五指山站活动将于11月24日在五指
山市三月三广场正式开跑。

“我们想让跑者发现海南的美，用
脚步丈量海南。”“奔跑海南”活动组委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其他健跑活动
不同的是，“奔跑海南”采用的是“城市
接力”的形式，在全省主要市县举办，
跑者在奔跑过程中可领略海南各市县
的美丽风光。

据悉，本次健跑活动的赛道是围
绕着五指山市美丽的南圣河展开。“不
管是在哪个市县举行健跑活动，我们
在跑道的安排上都会有考虑，让跑者
在奔跑中能欣赏到赛道两旁的美丽风
景。”“奔跑海南”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
人说。

“奔跑海南”活动自今年4月在海
口开跑以来，已经顺利举行了3站活
动，吸引了众多的跑步爱好者。

近年来，五指山以脱贫攻坚为统
揽，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抓手，统筹
推进全域旅游、特色产业小镇、美丽
乡村建设，以及“双创”和生态环境
六大专项整治，推动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在此次“奔跑海南”五指
山站的活动中，跑友不仅能欣赏到
五指山的美丽风景，奔跑之余，还可
以体验漂流等精彩的旅游项目，品
尝当地特色美食，感受浓郁的民族
风情。

截至目前，该活动网上报名通
道仍免费开放，参赛选手可登录

“奔跑海南”环岛健跑官方网站进
行报名，或关注“奔跑海南”微信公
众号，回复“奔跑海南”进入报名链
接报名。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何蕾 吴芳玲

在延续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3
万元免征增值税的优惠基础上，近日，
小型微利企业又迎来应纳税所得额上
限提高至100万元的利好消息。减税
政策精准落地，让海南许多小微企业
尝到了税收减负的“甜头”。

优惠扩围
助力企业轻装前行

“总是在新闻里听到各种优惠政
策，没想到自己也会受益。”海南省腰
果研究中心财务人员林先生笑着向海
南日报记者展示了企业的申报表，“我
们企业既从事腰果销售，又将部分土
地租给他人。营改增后，货物和服务
的销售额可以分别核算销售额，销售
货物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按季纳
税9万元），销售服务月销售额不超过

3万元（按季纳税9万元）的，可分别享
受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优惠政
策，这个政策让我们100%减负。”

“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上限由5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的优
惠政策让我们单位享受到了真金白银
的实惠，1月到9月，我们在申报时已
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并减免所
得税额4万多元。”保亭宏安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企业负责人说。

政策支持
小微企业“红利”升级

不仅小微企业起征点优惠让企业
受惠，今年5月1日起，国家统一了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符合条件的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可以转登记为小规模纳
税人。这一政策也让小微企业欣喜。

主营船舶柴油机修理的文昌宏达
机械维修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
在此次由一般纳税人转小规模纳税人

浪潮中，该企业深深地感受到了政策
带来的温暖。作为主营机械维修的企
业，机器大多为开业时一次性购进，不
会频繁更换购买，以前是一般纳税人
时，便没有进项税可以用来抵扣销项，
在休渔期除去税负后营利较少。现在
公司转成了小规模纳税人，每年约能
省下1万多元的税款。“新的政策大大
地降低了公司的经营压力，也提振了
生产经营的信心，进一步提升市场竞
争力。”该企业财务负责人韩仪光说。

经营建材、装饰材料、门业加工及
批发、零售已久的海口秀英某建材商
行也在今年5月14日申请从一般纳
税人转登记为了小规模纳税人。该商
行财务负责人为海南日报记者算了一
笔账：“我们是小店，进货渠道比较多
的是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户，缺乏进
项，要缴纳的税款就多，现在转为按小
规模纳税人的税额计算方式，从去年
的5月到今年的4月，我们店的应税
销售额350.9万元，要缴税25.2万元；

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后，应纳税额同
比可省下14.73万元，真是给我们带
来了大实惠。”

税制改革
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根据国家土地资源保护政策，海
南地区将全面禁止红砖、瓦及黏土砖
作为建筑材料，逐步推行加气混凝土
砌块的生产及使用。

随着近年房地产建筑市场的发
展，琼海财隆建材有限公司生产的蒸
压加气混凝土砌块获得了良好的发展
前景。在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关键
期，该公司也在深化增值税改革中获
得了发展壮大的力量：10.9万元的增
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一次性退还，不但
减轻了资金流转上的负担，也有了更
加充盈的周转资金用于升级生产线及
技术改造，帮助了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实现快速发展。

除了解决企业的资金流转，还有
得益于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经济
成效逐年增强，逐步成为省内同行业
中的龙头企业。

以琼脂生产、出口销售为主的海
南龙伟藻胶工贸有限公司，便是其中
一员。据该公司财务负责人黄金秀介
绍，2018年以来，企业已经享受了出
口退税222.48万元。“增值税税率的
调整，更是给公司发展带来‘双重’利
好，不仅公司盈利能力明显提高、企业
资金占压也将大大减少。”

“每个小微企业可能都很渺小，像
棋盘上的一颗棋子，通过国家的优惠
政策使整个棋盘上的棋子都流动起
来，充满活力，从而促进国家经济繁荣
发展。”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的
相关负责人表示，税收优惠是企业发
展的助推器，海南省税务局将持续发
力，进一步改善小微企业发展环境，不
断为小微企业的经济发展注入动能与
活力。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

应纳税所得额上限提高至100万元

小微企业尝到了税收减负的“甜头”

农用绒毛地膜
防病又防草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
技术研究所发明的绒毛地膜防病又
防草，该产品在深圳近日举办的第
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
会上获得优秀产品奖。

近两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生
物所博士高建明带领研发团队，反复
研究风雨后农作物易发生病害的原因
及解决办法。研究发现，绒毛地膜能
隔绝土壤中的病原菌，当雨滴打在表
面带有绒毛的地膜上时，带有病原菌
的泥水难以溅起到植株上，在较大程
度上切断了病原菌通过雨水的传播，
绒毛地膜还阻止农田杂草的生长。

图为11月19日，高建明在文昌
市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实验基地查
看覆盖了绒毛地膜的茄子的长势。

文/图 本报记者 苏晓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