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省新闻 2019年2月15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罗安明 美编：孙发强A03 经济

广告

征集解放海南岛战役资料及实物公告
解放海南岛战役是海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了纪念在解放海

南岛战役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英雄人物、革命事迹，包括海南人民
支前、拥军、爱党、爱军等可贵精神。在解放海南岛战役胜利70周
年前夕，位于金牛岭公园内的“解放海南岛战役纪念馆”将陈列展出
解放海南岛战役英勇事迹。现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1、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为解放海南岛战役做出过突出贡

献、牺牲的烈士遗物、手稿等文字资料；2、上述烈士家属保存的烈士
枪弹、笔记本、战争物品、纪念品、纪念章、证件、生活用品等实物；3、
其他人士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的文字和实物资料；4、其他能够反映
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的海南人民生活、支援前线、拥军爱民等事迹
的文字和实物资料。

二、征集措施
1、自公告之日起，在海口市勋亭路39号李硕勋烈士纪念亭管

理处设立接待站，负责接收、鉴定物品，并提供服务。2、欢迎社会各
界电话联系。联系电话：0898-65349382（周一至周五正常上班时
间） 联系人：梁先生、龙先生 联系地址：海口市勋亭路39号
李硕勋烈士纪念亭

海口市革命烈士纪念物管理所
2019年2月10日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经定安县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第

三次公开拍卖：定安县黄竹镇的土地〔证号：定安国用（黄竹镇）字第
38号〕186.30平方米及土地上的房屋140.57平方米。参考价：86.1
万元，竞买保证金：16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3月8日上午10：30 。
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3

月7日17:00止。
4、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
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3月6日17:00前到账为准。
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定安县人民法院；开户行：定安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 5366 9000 1389。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8）琼9021执恢85号竞买保证金（如

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
8、标的情况说明：①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

行办理，相关税、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②土地为划拨地，地上房屋无
房产证；③竞买人身份应符合当地房地产限购政策。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3938；1868952147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3836470

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傅扬先生请求辞去海南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协会驻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

长职务。自公告之日起，傅扬先生专职担任海商集团董事长，兼任海南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协会

执行会长，同时兼任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中心副理事长、世界海商大会（论坛）组委会执行主席。

特此公告。

海南省企业联合会

海南省企业家协会

二0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海 南 省 企 业 联 合 会
海 南 省 企 业 家 协 会

公 告

补充公告
我省首批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

已于2019年2月13日至2019年2月23日工
作日时间开始受理申报。为进一步提升人才服
务质量和水平，使广大人才能够高效、便捷享受
住房保障政策，现将有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欢迎各位人才和用人单位就有关业务
来电咨询，可根据所在地拨打对应的咨询电话。

二、各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联系电话
更新如下（区号：0898）。

省 级（受 理 省 属 事 业 单 位 申 报）：
66501217、66752521，海口市（12345转人才
专席），三亚市（38860878、38221837），儋州市
（23322275），琼海市（62629306），文昌市
（63216172），万宁市（62239608），东方市
（25501366），五指山市（86627915），乐东县
（85596667），澄迈县（67489778），临高县
（28274988），定安县（63830350），屯昌县
（67819051），陵水县（38321596），昌江县
（26699330），保亭县（38660701），琼中县
（86232927），白沙县（27726177），洋浦经济
开发区（28827722）。

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
2019年2月14日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福利来了！

我省减征50%“六税两费”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 （记者周晓梦 王培

琳 通讯员朱莹莹 肖一亮 实习生梁庆豪）2月14
日，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联合发
布《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50%幅度减征相
关税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释放减税降费
红利，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通知》明确要求各级财税部门贯彻落实政策
要求，对我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一般为小微企
业)按50%的税额幅度减征“六税两费”：即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
（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

该通知的执行期限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年12月31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对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减征税费是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和国务院部署的必要举措，也是兑现我省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承诺的具体举措。

“减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税费，符合我省打
造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相适应的财税制度体系的要求，旨在降低我省宏
观税负水平，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财税制度，从
而发挥财税政策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省
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说。

简化简易商事主体注销公告程序，成立全国首家国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中心

海南以创新推动改革开放开新局
一版纵深

■ 本报记者 李磊 周元
实习生 王康泰

“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2月14日上午，
省委深改办（自贸办）在海口召开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案例
首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了首批8项自
贸区制度创新成果。这些创新成果
中，既有关于商事制度改革的4项成
果，也有属于“放管服”改革范畴的施
工图审市场化和“多审合一”改革成
果，还有金融领域的3项制度改革成
果，多项创新成果“全国率先”。

发布会上，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相
关负责人发布了这8项制度创新成果，
省财政厅、省住建厅、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5
家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分别就这些成果
的成效、意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降
低进出“门槛”

商事制度改革与万千企业息息相
关，直接影响着市场活力。我省结合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需要，运用
经济特区立法权，对商事制度进行了
大胆改革和创新。

发布会上，我省公布的首批制度
创新案例中，有一半属于商事制度改
革范畴，即商事登记“全省通办”制度、
简化简易商事主体注销公告程序、商
事主体信用修复制度、减免商事主体
公示负面信息。

“‘海南e登记’是适应互联网发
展潮流，通过全程电子化形式开展业
务的平台。‘e’还有‘easy’（容易）的

意思，寓意通过该平台办理登记注册
业务更容易、更便利。”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副局长王磊在发布会上介绍，海
南商事主体登记平台（“海南e登记”）
于 2019 年 1月 2日正式上线，具有

“五个统一”的特点：统一登记机关、统
一文书格式、统一申请流程、统一审查
标准、统一电子归档。

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深改办（自贸
办）常务副主任孙大海介绍，商事登记

“全省通办”制度解决了商事登记标
准、流程和尺度不统一，提交材料多、
流程复杂、用时长等问题，打破了商事
登记管辖的地域限制，减少了注册官
的自由裁量权，压缩了企业开办时
间。截至1月31日，通过“海南e登
记”名称自主申报12909个；新设商事
主体9593家，平均每天新增商事主体
382家。

在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同时，我
省还积极回应企业“退出难”的社会关
切，在全国率先简化简易商事主体注
销公告程序，将商事主体简易注销登
记公告时间由原来的45日压缩至7
日。我省简化简易商事主体注销公告
程序以来，共办理简易注销业务4100
多笔。

商事主体信用修复制度、减免商
事主体公示负面信息，则从企业的实
际需求出发，探索建立商事主体信用
修复制度，激发商事主体主动纠正失
信行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解决
商事主体公示信息多、负担重等问题，
更积极主动通过公示系统对应当依法
公示的正面信息予以公示。

“下一步，我们将尽快上线简易
注销登记业务，逐步上线变更登记和
普通注销登记等其他业务。同时加
强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数据推送，进
一步增强‘海南 e 登记’平台的功
能。”王磊透露。

打造建筑工程建设审
批“高速公路”

发布会上发布的另一创新案例为
施工图审市场化和“多审合一”。

在此项改革中，我省将图审机构
向市场完全开放，允许具有甲级勘察
设计资质的设计企业以内设机构方式
开展图审业务试点，对省住建厅主管
行业协会成立的两个图审中心进行改
制。并将原来由气象、人防、消防等部
门分别开展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技
术业务工作，全部交由已完全市场化
的图审机构进行。

孙大海介绍，此举解决了审查机
构垄断和各部门多头审查问题，提高
了图审效率和质量。施工图审市场放
开后，全省图审机构由2015年的6家
增加至19家，实施“多审合一”改革后，
企业由原来需跑多个部门变为到一家
图审机构即可解决问题，图审时间也
从20多个工作日压缩至3至5个工作
日，大大提高了审批效率。海南在全
国率先迈出了图审“多审合一”改革的
步子，最大限度减少审批，多措并举加
强监管，打造便利、公平的市场环境，
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省住建厅副厅长刘联伟表示，在
推进此项改革的过程中，海南在全国
率先将“施工许可”调整为“施工备
案”，由申请人对工程具备施工条件进
行告知承诺，原施工许可部门不再对
施工条件进行审查，直接予以施工备
案。此项改革还将加快政府职能转
变，实行建设项目联合验收，将“多头
申请，互为前置”的验收模式变为“一
口受理，并联验收，限时办结”新验收
模式，进一步整合优化建设工程项目
验收流程，切实提高项目竣工验收效
率和便利化程度。

破解拥有知识产权的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发布会上还发布了全国首单知识
产权证券化的案例。2018年12月21
日，我国首单知识产权供应链资产证券
化项目（奇艺世纪知识产权供应链资产
支持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
行，1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
挂牌上市，共募集资金4.7亿元。

孙大海介绍，该证券的成功发行，意
味着海南省在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的道
路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知识产权证券
化可实现知识产权与金融的深度融合，
降低企业对单一、风险较高的股权质押
融资的依赖，使得拥有知识产权的公司
融资渠道更加丰富，风向标意义极强。

“该证券发行之前，国内没有成功
案例，它的成功发行为我国知识产权证
券化提供了示范。”省知识产权局局长
肖超在发布会上表示，这也为拥有知识
产权的中小微企业破解融资难、融资贵
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融资模式，使我省
全面了解了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流程、痛
点和难点，为知识产权证券的后续发行
工作积累了经验、为建立海南知识产权
交易中心创造了必要条件。

金融创新助推我省热
带农业发展

发布会上还发布了两个金融创新
助推我省热带农业发展的案例：天然
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和设立国际热带
农产品交易中心。

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的案例
中，我省在借鉴“保险+期货”模式经验
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使保险收入与割
胶量相挂钩，推出了可在全省实施的天
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并将其设计成

两种产品模式，即民营胶价格（收入）保
险和国营海胶集团收入保险。

省财政厅副厅长万平介绍，目前，
全省已有农垦国有橡胶213万亩和
1.76万农户（其中贫困户胶农6193户）
种植的约22.68万亩民营橡胶实现参
保，保险费3.08亿元，财政保费补贴
1.30亿元，提供风险保障达18.73亿元。

孙大海表示：“该项制度使天然橡胶
这一海南特色热带农产品的收入预期稳
定，对于推进海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引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带动农
民就业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去年12月18日海南国际热带农
产品交易中心在海口揭牌，该中心也
是全国首家国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中
心。该中心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了

“互联网+热带农产品”线上线下交易
平台，使企业自主交易、协商定价，完
善了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陈阳介
绍，从社会效益来看，中国是天然橡胶
最大的消费国，但天然橡胶自给率仅
15%，通过建立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
交易中心，有利于汇集供求信息，化解
供需矛盾，增强农产品交易会员的议
价能力和经营规模。从经济效益来
看，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中心运
营一个多月以来，组织各类橡胶产品
交易，打通贸易链条，共实现橡胶网上
交易 3440 吨，成交金额 3294.19 万
元，合同履约率100%。

“下一步，我省争取用2到3年时
间，完成国内6个交割中心的建设，实
现国产橡胶50%和进口橡胶20%在
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中心交易。”
陈阳介绍，我省还将逐步推进槟榔、胡
椒、咖啡、棕榈油等其他热带农产品网
上交易工作，增强海南国际热带农产
品交易中心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

落实解放思想
开创改革新局
◀上接A01版
比如，很多改革措施的重点是放权，但不是也不能
一放了之，而是要以“管得住”为前提，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做到这些，就要有政务大数据为基础支
撑，打造数据完整、功能齐备、智能高效的信用信
息平台，完善跨部门、跨领域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机制。

落实解放思想，务必坚持问题导向，扭住解决
问题的“牛鼻子”。解放思想，是为了更好实事求
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就思想论思想。因为，解放
思想，才能正确认识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离开问题的发现、认识和解决，解放思想就失去了
意义。因此，要多从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群众
不满意的地方改起，敢于较真碰硬，勇于破难题、
闯难关，努力在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上取得新突破，
力求在调整深层次利益格局上啃下更多“硬骨
头”。比如，对标一流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的营商环境，针对现实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审批繁、
效率低、办事难，破除“玻璃门”“弹簧门”“隐形
门”，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再如，推进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人才体制等方面改革，如能在改革
举措系统集成、科学配置资源上做好文章，就能跑
出加速度。

改革未竟全功，思想仍需解放。志向越远大，
事业越宏大，面临的问题就越多，解放思想的任务
就越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走别人没有走过的
路，才能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在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进程中收获别样
的风景。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记者陈
雪怡 通讯员林一凡）海南日报记者2
月14日从省统计局了解到，在城乡
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和旅游消费增长
的带动下，我省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
长。去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717.08亿元，同比增长6.8%。

除了保持平稳增长，去年我省消
费市场运行还呈现出几个主要特
点。一是城乡市场同步发展，乡村市
场逐步扩大。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以及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增

强和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乡村市场消
费潜力加快释放。2018年，全省乡
村市场实现消费品零售额291.87亿
元，同比增长9.4%，增速高于城镇市
场3.2个百分点。

二是消费保持升级态势，升级类
商品快速增长。随着人们对生活品
质追求的继续提升，居民外出就餐次
数快速增长。2018年，全省餐饮收
入297.05亿元，同比增长7.8%；在限
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中，通讯器材、
化妆品和金银珠宝等消费升级类商

品的零售额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同比
分别增长16.2%、32.9%和14.4%，增
速大大高于其他商品的零售额。

此外，消费新业态不断涌现，线上
线下加快融合。网上零售额继续快速
增长，2018年，京东等一批电商企业
陆续落户海南，极大地带动了我省网
上零售业的快速发展，全年我省完成
网上零售额 350.1 亿元，同比增长
28.6%。其中，实物商品零售额完成
95.1亿元，同比增长9.2%，增速比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2.4个百分点。

在网上零售业快速发展的同
时，传统零售业企业积极拓展销售
渠道，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和移动
互联网等新技术及不断完善的物流
配送体系，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涌
现出更注重消费者体验，集餐饮、购
物、娱乐、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新零
售业态。统计结果显示，2018年全
省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
的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60.4%，较限
额以上单位零售额增速高出60个百
分点。

去年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8%

消费持续升级 新业态不断涌现

2月14日，位于白沙黎
族自治县牙叉镇的白沙茶业
公司的茶产区，茶农正忙着
采摘春茶。

据了解，海垦茶业集团
白沙茶业公司目前正在收购
第三轮春茶。春节前夕至今，
该公司已收购约4万公斤春
茶茶青，共支付60多万元给
茶农。

本报记者 袁琛 摄影报道

采春茶

文昌获评
电商示范百佳县

本报文城2月14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黎渊帅）海南日报记者2
月14日从文昌市商务局获悉，2018
年文昌全市网络交易额达 82.74 亿
元，全省排名第三。近日，该市获评

“电商示范百佳县”。
此前，阿里研究院发布“2017-

2018年电商示范百佳县”排行榜，对
全国750余个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进行评价，文昌市入选百佳，位列第
89名，是海南唯一入选的市县，被授
予“2017-2018年电商示范百佳县”
牌匾。

文昌市商务局局长陈忠勇介绍，
该市全力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县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市级
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1个、市级物
流仓储集配中心1个，村级电商服务
站点78个，开展电商培训将近3000
人次。

其中，市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作为全市电商人才培训、企业
孵化及技术服务基地，设有O2O体
验馆、培训中心、摄影棚、运营中心、
创业会议室、研发中心、电子商务集
聚区、便民服务中心、质量追溯中
心、产业园管理中心等功能区块，目
前有 15 家企业进驻。市级物流仓
储集配中心由文昌市电商中心与邮
政公司合作建设，目前已建成并投
入使用。

建成的78个村级电商服务站，主
要为当地村民提供线上代购工业品、
消费品，代销特色农副产品，代缴通讯
话费等服务，并提供转账和余额查询
等金融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