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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日前，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国家电影局了解到，按照中宣
部等五部门有关通知要求，自2018
年10月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
工作以来，影视行业纳税人认真开展
了自查自纠。截至2018年底，自查
申报税款117.47亿元，已入库115.53
亿元。目前自查自纠阶段已经结束，
规范工作转入督促纠正阶段。

据了解，在工作开展过程中，相
关部门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严格依
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相关规
定，确定自查自纠适用的具体政策，
对明星工作室等混淆企业和个人应
税收入的，由影视从业人员个人据实
区分和调整，充分体现了纳税人自查

自纠的主体责任和义务。同时，为使
影视行业纳税人全面了解政策，相关
部门在采取上门、电话或信函方式逐
一告知的基础上，对重点影视企业和
从业人员，采取点对点、面对面方式，
贴近需求辅导税收政策；以便利纳税
为目标，设置纳税服务专席接受咨
询，开辟绿色通道热情服务；根据纳
税人的意愿确定申报地点，便于纳税
人办理自查缴税等事项，维护影视企
业及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在广大影
视行业纳税人的积极配合下，规范工
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部分影视行业纳税人表示，通
过这次自查自纠，既体会到了严格
执法的力度，又感受到了优化服务
的温度，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法治教

育，增强了遵纪守法、诚信纳税的意
识。他们表示，影视行业受关注度
高，作为从业人员，今后在履行公民
义务、维护社会公德方面理应更好
发挥示范作用。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研究会会长
刘剑文表示，依法依规开展规范影视
行业税收秩序工作，充分体现了纳税
人的主体责任，对于解决行业突出问
题，完善税收监管体系，促进影视行
业健康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具有
积极意义。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闫少非
表示，规范税收秩序工作的开展，有
效针对影视行业的突出问题，补齐了
发展短板，化解了行业风险，教育了
从业人员，为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

了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自查自纠

结束后，根据纳税人的反映，相关部
门对符合条件纳税人的自查自纠结果
进行了反馈，让大多数影视工作者安
心从业。在转入督促纠正阶段后，将
有针对性地督促提醒自查自纠落实不
到位并且税收风险较高的小部分纳税
人。对经税务机关提醒后自我纠正
的，可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

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通过开展
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税收管
理基础和秩序得到有效改善。希望
广大影视从业人员自觉追求德艺双
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岗
敬业，依法纳税，争做有信仰、有情
怀、有担当的新时代影视工作者。

本报石碌1月22日电（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李璇）1月20日晚，海南
大学原创环保主题歌舞剧《最后的黑
冠猿》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文化公园广
场公演。这是该剧首次与观众见面，
更是海南大学“最后的黑冠猿”系列作
品首次在海南黑冠长臂猿的家乡演
出，得到现场观众积极反响。

海南黑冠长臂猿是生长在昌江霸
王岭地区的濒危灵长类动物。据了
解，海南大学师生自2013年起便开始
通过艺术形式呼吁社会各界共同保护
海南黑冠长臂猿：2013年，第一阶段
成果——7分钟舞蹈版《最后的黑冠
猿》获得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舞蹈（普通组）一等奖；2017年，第二
阶段成果——12分钟歌舞剧《最后的

黑冠猿》获得海南省大学生艺术展演
一等奖；2018年，第三阶段成果——
45分钟歌舞剧《最后的黑冠猿》入选
中国文联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及教
育部“高校原创文化精品推广行动计
划”，并获得中国文联2018年文艺创
作资助。第四阶段成果——歌舞剧
《最后的黑冠猿》的整体创作预计于
2020年完成。

1月 20 日上演的《最后的黑冠
猿》是海南大学“最后的黑冠猿”系列
作品的第三阶段成果，也是该校师生
与昌江黎族自治县合作开展的环保主
题文化项目。演出还邀请到海口市第
二十五小学舞蹈团学生加盟，他们在
剧中饰演的小猿角色为整出歌舞剧增
添了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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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郭
萃 王黎刚）2019第十四届海口万春
会新闻发布会1月22日上午在海口
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
本届海口万春会将于2月5日至19日
在海口万绿园、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
举办，除主题灯展外，还将举行16场
文化主题活动和6场体育主题活动。

据了解，为期15天的“华灯璀璨·
靓丽海口”新春主题灯展，将在海口万
绿园和凤翔湿地公园同步举行，同时还
将在万绿园举办6场“牢记嘱托·共迎新
春”文艺演出、6场“文化自信·传承经
典”民俗展演、4场“绿色发展·同享湿
地”各区文艺汇演、6场“健康城市·健康
年”新春正能量群众互动体育活动。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钟南）海南日报记者1月22
日从省群艺馆了解到，春节前后，省群
艺馆将向公众免费开放场地并提供设
备设施，组织开展系列庆新春活动，让
大家过一个文化味十足的农历新年。

免费开放场地有舞蹈教室、多功
能厅等，场地中的音响等设备也同时
提供。具体开放时间为1月29日至2
月3日，2月9日至14日每天上午9时
至 11时 30分。未预约的不安排场
地，场地仅接受团队预约。

省群艺馆组织的迎新春活动有：1
月27日，组织多位书法家开展写春联送

“福”进万家活动。2月19日上午在省文
体公园广场举行元宵节主题活动。2月
28日前，公众还可前往省群艺馆参观

“2018年海南省群众艺术馆公益性免
费开放美术书法摄影作品汇报展”。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朱乃飞）1月22日晚，海
南省文艺界爱心扶贫晚会在海口上
演。我省文艺家献演了精彩的歌舞、
曲艺节目，还在现场开展书法、美术
作品扶贫义卖活动，通过发挥文联优
势资源，为我省脱贫攻坚工作贡献力
量。晚会通过丰富节目回顾过去扶
贫工作成果，展望新年扶贫工作，为
广大贫困户送上了新春的祝福。

由省歌舞团带来的激情澎湃的
舞蹈《希望的春天》拉开晚会大幕，彰
显了我省广大党员干部在2018年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开局之年所展示出的积极精神风貌。

据介绍，晚会的多个节目都是我

省各门类文艺家们经过下乡采风后
创作的。脍炙人口的快板《决战》，表
现了海南人民面对脱贫攻坚撸起袖
子加油干的决心。讲述扶贫一线党
员干部无私奉献的配乐诗朗诵《爸爸
还在加班》，让现场不少观众潸然泪
下。小品《明察暗访》讲述了村民“老
唢呐”故意装穷申请要当贫困户，最
终被扶贫干部识破的故事，诙谐对话
中尽显基层扶贫工作的细心。

晚会中穿插进行了三批次书法、
美术作品扶贫义卖活动。观众积极
参与，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义卖所得款项，将捐赠给省文联对口
帮扶的屯昌县乌坡镇青梯村。

晚会由省文联、省扶贫办主办。

海南大学推出原创环保主题歌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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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艺界爱心扶贫晚会上演
文艺演出、慈善义卖为贫困户送祝福

依法依规规范税收秩序 促进影视行业健康发展

省群艺馆推出
多项新春惠民举措

海口万春会将举办
20多场主题活动

印中电影应在
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
——访印度中国电影协会主席贾瓦德

■ 新华社记者 张兴军

针对日渐升温的中印两国人文交流，印度中国
电影协会主席基肖尔·贾瓦德近日在孟买接受新华
社专访时表示，作为人文交流最重要的媒介之一，他
希望未来两国有越来越多的电影进入对方市场。印
中电影各有特色，应在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

贾瓦德曾在印度斋普尔参与组织中国国际电
影节，也曾率团参加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多年来
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国文化交流，对两国电影产业
现状十分了解。他告诉记者，印度和中国都是文
明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两国电影呈现出各
自鲜明的特点和风格。

“在日常生活中，印度人感性而热情，重视传
统家庭观念，反映到以宝莱坞为代表的印度电影
里，很容易看到大量的歌舞桥段以及感情等元素。”
贾瓦德说，“中国电影里，武侠功夫片则是一大特
色。很多印度人对中国电影的最初印象都来自功
夫片，很多中国动作巨星在印度也拥有大量粉丝。”

贾瓦德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和大学同学
们一起观看一部香港功夫片的场景。时至今日，
他坦承自己仍是成龙的忠实影迷。

在谈到中印两国电影如何进一步扩大交流、
取长补短时，贾瓦德说，鉴于两国电影具有不同的
特点和风格，想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电影不妨多
些音乐和情感元素，与此同时，宝莱坞电影应更多
地借鉴中国功夫片的优点。

据悉，早在20世纪初，香港电影就已进入印度
市场，并一度占其进口外国影片的约十分之一，而中
国内地的影片更多是通过电影节展映进入印度的。
20世纪70、80年代，《大篷车》《流浪者》等印度经典
电影在中国广为流传，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沉寂后，近
年来印度电影输往中国又形成一股新浪潮。

在贾瓦德看来，作为各自拥有庞大电影市场
和观影人群的两个电影大国，未来印中电影文化
交流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谈及去年底举行的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首次会议，贾瓦德特别兴奋。“希望未来有更多的
印度电影能够与中国观众见面，印度也期待能够
引进更多中国电影。我相信这必将促进两国人民
更好地理解对方。”（据新华社孟买1月22日电）

1月22日晚，海南省文艺界爱心扶贫晚会在海口上演。这是歌舞表演
《再一次出发》。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2019海南童星盛典
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 （记者孙慧）1月 22
日，“碧桂园杯”2019中国（海南）童星盛典暨第三
届宝宝网络春晚在海口举行。小朋友们在晚会现
场展示才艺，唱歌跳舞萌翻全场。

当晚，小朋友们身着艳丽的服饰登台表演，以
一场充满童真童趣和欢乐气氛的文艺演出，向家
长、老师以及全国少年儿童送上他们的新春祝福。

2019中国（海南）童星盛典暨第三届宝宝网
络春晚将专业、娱乐、时尚、教育融为一体，寻找海
南最具童星潜质的超级童星，为海南的小朋友提
供了一个锻炼自我、展示才艺的大舞台。

该活动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海南玉瑶
舞蹈培训中心、儋州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海南模杰偶像学院、海口市山高幼儿园、海口朗琴
音乐教育、中科幼教海口京朗幼儿园、飞翔少儿语
言艺术培训中心、海韵艺术培训中心、乐东艺术舞
蹈培训基地、麦子语言艺术中心、红蜻蜓艺术团、
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龙飞国际拉丁舞培训
中心、叮叮艺术团协办，南海网承办，碧桂园海南
区域独家冠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