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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18日讯（记者王培
琳）为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按照国家
税务总局统一部署，国家税务总局海南
省税务局将于2月22日20时至3月1
日8时对征管信息系统进行升级。届
时，相关信息系统将进行停机切换，部
分业务将暂停对外办理。

据悉，在征管信息系统停机升级
期间，全省各级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
政务服务中心办税窗口、委托代征单
位等办税服务场所暂停办理所有涉税
业务；电子税务局（含网上税务局）、手
机APP、自助办税终端、各类申报客
户端等暂停服务。

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ITS）手机
APP和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ITS）扣
缴客户端在征管信息系统停机升级
期间，每天7时至23时只向纳税人提
供系统登录、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
和报送、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下载功能
服务。

同时，由税务部门负责办理的各用
人单位及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费（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业年金除

外）业务，在系统升级期间暂停办理。
各用人单位及2月新增的、2月达

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和2月需要转移关
系的灵活就业人员2019年2月的社
保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
和职业年金除外）缴纳期限延长至
2019年3月15日；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应于3月31日前（含3月31日）缴纳
第一季度社保费。

停机期间可正常办理的业务包
括：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
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电子普
通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
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开具和作废）；增
值税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二
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的抄（报）税；增
值税专用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
勾选确认；涉税（费）业务咨询。

3月1日8时起，全省各类办税服
务场所将恢复对外办理各项税（费）业
务，电子税务局（含网上税务局）、手机
APP、自助办税终端、各类申报客户端
等同步对外开放。

我省税务征管信息系统
22日起停机升级

部分业务暂停办理

本报海口2月18日讯 （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张晨曦）2月18日下午，由海
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省企业家协会主
办的2019海南省企业界开门红大会在
海口举行，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作了海企联2018年主要工作
汇报，并对2018年度优秀会员进行表
彰。会议上，省扶贫办与海企联、海企协

进行了扶贫合作签约，海企联、海企协还
与海南自贸区领军实业有限公司、中庚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进行了签约。

会议表示，海南的企业家们将一如
既往地发挥自身优势，着眼海南实际，立
足产业高端、行业前沿，捕捉发展机遇，
扩大国际视野，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带动
效应，借助企业积极向外界展示海南机
遇，展现海南形象，吸引更多的企业家，

更多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到海南，参与
到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中来，为海南经济建设献计
献策。

毛万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要求海南“争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让海南成为展
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

名片”。海南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目标，必须围绕“三区一中心”战略定
位推动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必须靠资金、项目、人才来推
动。希望海南企业家一如既往地为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会议以“开放包容谋共赢 创新引领
促发展”为主题，约450名省内企业家参
加了会议。

海南省企业界开门红大会在海口举行
毛万春出席并讲话

◀上接A01版
对东盟进出口20亿元，增长57.6%，占
20.9%；对美国进出口16.8亿元，增长
298.7%，占17.6%。此外，对澳大利亚
进出口6亿元，增长971.9%；对日本进出
口5.3亿元，增长246.2%。

进口方面，2019年1月海南外贸飞
机进口26.1亿元，拉动同期全省外贸进
口增长88.1个百分点，拉动全省外贸进

出口增长62.7个百分点。其他主要进口
商品也呈不同程度增长，如进口免税品
10亿元，增长30.7%；进口铜矿砂5亿
元，去年同期无进口；进口二甲苯3.8亿
元，增长95.9%；进口液化天然气3亿元，
增长320.8%。

出口方面，1月份海南外贸出口成品
油9.9亿元，拉动全省外贸出口增长82.6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外贸进出口增长23.8
个百分点。聚酯切片、水海产品、尿素等主
要出口产品保持增长态势，其中出口聚酯
切片4.2亿元，增长42.3%；出口水海产品

3.4亿元，增长9.7%；出口尿素1.4亿元，增
长386.4%。

海口海关相关负责人说，2019年，
海口海关将认真贯彻落实海南省委、
省政府促进外贸稳增长的决策部署，
对标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大力推
进关检业务深度融合，着力提高贸易
便利化水平，力促海南外贸保持稳定
增长。

海南外贸实现开门红

本报保城2月18日电（记者易
宗平）在去年实现科技特派员对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整村推进贫困村
结对帮扶全覆盖基础上，今年该县
继续提升 22 个贫困村科技结对帮
扶队伍技术包干及产业带动能力，
发展科技示范户 44 户。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近日从保亭科技部门获悉
的消息。

2018年，保亭从多方面推进科技
及人才引领工作。在开展科技宣传服
务上，该县组织26家单位组成的科技
小分队，举办了第十四届科技活动月
活动，发放了农业实用技术手册3.7
万份，现场科技咨询人数4200多人。
全年共开展41期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参训农民1542人。
在推广引进新品种方面，2018

年保亭投资100万元搭建增收新平
台。其中，该县投入60万元，实施科
技挂职副乡（镇）长科技示范推广项
目；投入40万元实施5个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为一批惠农项目注入了科技
含量。

在开展科技结对帮扶脱贫行动
方面，保亭组织全县12家农业科技
110服务站负责人和 5名科技挂职
副乡（镇）长，对应22个整村推进贫
困村开展科技结对帮扶行动。2018
年，该县设立了 23个科技示范户，
实现农业科技特派员对全县整村推
进贫困村结对帮扶100%覆盖目标。

保亭22个贫困村
科技结对帮扶100%覆盖

我省今年将建
4万个汽车充电桩

2月18日，在海南中线高速公路
枫木服务区，一辆新能源汽车正在快
速充电桩充电。

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在海南中线高
速公路枫木服务区合作建设的我省首
个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换电站春节前
投入使用，提供充电、换电池服务。新
能源汽车3分钟就能更换充满电的电
池，即使算上检修也不超过10分钟。

据了解，今年我省将出台清洁能
源汽车发展规划，建设充电桩4万个
以上；公务车、公交车等新增和更换车
辆全部使用清洁能源汽车。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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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习俗应有新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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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11月起，海南全面实行河
长制、湖长制。全面推开以来，具体效
果怎样？海南主动自我检查、剖析，通
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全省河长制、湖
长制落实情况进行了系统评估。经评
估发现，有的市县，如海口、三亚、东方
等，获评优秀，而有些市县得分较低，
甚至不合格。有些地方在落实河长
制、湖长制上存在推进较慢、理解不
到位、工作停于表面等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全省水环境治理的有
效推进。

责任有“长”，治理有方。不管是河
长，还是湖长，其意义在于，及时划分了

“责任田”，明确了“自留地”，使每条河
流都有人看、每个湖泊都有人管。而
且，身为“长”者，或是统筹全局的领导
干部，或是治水领域的专业人员，抑或
关心公益的热心群众，他们有能力、有
技术、有热情，能够为河流、湖泊提供更
好管护。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管
护责任及时落地，河长制、湖长制可以
有效规避以往“九龙治水”乱象，切实为
水环境改善提供重要保障。

当前，随着河长制、湖长制全面铺
开，全省每条河流都有了看护人，水环
境治理确实得到了有效加强。然而，
不容回避的是，就评估结果来看，河长

制、湖长制在具体落实中，仍存在不少
问题。诚然，河、湖水环境问题多具长
期性、反复性、累积性，治理起来难度
极大。但既然设立了河长、湖长，就明
确了相应责任和要求，就不能止步于

“有名”，而要循名问实，以问题为导向
加快向“有实”迈进，推动河长制、湖长
制向“河长治”“湖长治”转变。

上热下冷，大事难成。眼下，对河
长制、湖长制的落实，往往上级很重
视，但基层认识多模糊、执行不到位。
一些河长、湖长多把职责简单定位在
巡河、巡湖上，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
主动性不够。有些地方推进较慢，工
作人员偏少，湖长制落实明显滞后，工
作仍停留在文件上；而河长制工作则

停留在水务部门，缺少部门间的有效
联动。而且，一些公示牌多破损、残
缺、信息不全、更新不及时……让制度
发力，让水体常清，需要各方切实提高
认识，把责任落到实处。

同时，不得不防的是，农村河流乱
丢、乱倒、乱排现象较为普遍。按理来
说，由于环境好、污染源少，农村地区
河流应该水质较好、治理压力较小。
但眼下，情形发生了变化，对这一趋
势，我们要高度重视，及早行动、防范，
切实加强对农村地区河流的治理。须
知，水环境治理是个系统工程，如果不
能全盘考虑、统筹谋划，就很难获得实
效、实现长治久安。事实上，相较于城
市，农村河流治理主要问题在于力量

薄弱，为此，必须在基础设施、人力物
力保障等方面多向农村地区倾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
的生态环境，是海南建设自贸区、自
贸港的重要优势。将河长制、湖长制
在全省全面推开，正是为海南谋发
展、为人民谋幸福的重要举措。此次
系统评估揭开了河长制、湖长制落实
中的诸多问题、短板，为我们下一步
加强水环境治理明确了方向。当务
之急，我们要以问题为导向，在考核
督查、动态监测、技术创新、问题整改
等方面多下功夫、下实功夫，以扎实
有效的举措确保河长制、湖长制名实
相副，让清水长流成为海南河流、湖
泊的最美底色。

@人民日报：该发给环卫工的工
资，一分都别少。近日，西安有环卫工
反映春节正常上班，未拿假日三倍工
资。不发春节三倍工资，于法不容，于
理不合，于情不通。春节期间，环卫工
不辞辛苦，又牺牲与家人团聚时间，换
来城市清爽，理应获得相匹配的回报。
呵护环卫工的权益，从遵守法律开始；
善待环卫工，从逐步提升待遇开始。

@中国青年报：官员开火锅店亏
了有人填坑，有权就能为所欲为吗？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资阳市雁江区
交通运输局原局长陈华明不仅受贿
近 180 万元，还在自己开办的火锅店
亏损后由他人代还欠款。这一案例
不仅阐明了权力寻租的逻辑，也生动
体现了有权者在基层的“吃香”，纪检
监察机关对此类现象还需多多留意。

@光明日报：怒进游戏群控诉，管
用吗？近日，一家长因不满儿子玩手游，
进入儿子的游戏群开骂。游戏好玩，证
明游戏开发自有其成功之道。斥责游戏
是洪水猛兽，是因为家长未能找到疏导
和“排洪”的方法。在心态上摆正家长
的角色，与子女的内心拉近距离，才是家
庭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张 辑）

民营企业贷款比重应进一步提高、减轻对抵
押担保的过度依赖、建立健全尽职免责机制……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
的若干意见》，全面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力
度，其中针对商业银行提出多项要求。

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中，商业
银行一直承担着主力军作用。充分调动商业银行
服务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服务民营
企业的能力，是解决好民企融资难题的关键一环。

找准症结，方能对症下药。当前，银行服务民
企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对民营企业“畏贷”

“惜贷”甚至盲目“抽贷”等现象仍然存在；缺乏针
对民营企业的风控体系，以抵押为主的信贷模式
难倒不少企业等。企业对银行有抱怨，银行对企
业也有顾虑，担心出现不良贷款被追责、觉得服务
民企风险大收益低等。尤其是在不少银行实行贷
款责任追究终身制的情况下，信贷人员发放贷款
慎之又慎，心理包袱较重。

这次出台的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不良
贷款考核容忍度、设立内部问责申诉通道、加快商
业银行资本补充债券工具创新等一系列举措，操
作性很强，直指一线业务的关键。这将促使商业
银行放下包袱和顾虑，对民营企业“敢贷、愿贷、能
贷”，从企业本身出发作出专业的决策。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要跳出银行，综合施
策。一直以来，社会普遍诟病银行热衷当“当铺”，
但这背后是银行对信息不对称、企业多套账、风险
难把控的担忧。对此，意见提出强化融资服务基
础设施建设的诸多举措，着力解决信息不对称、信
用不充分等问题，让政府的“有形之手”发力，可以
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源。

银行与企业本是唇齿相依、荣损与共的关
系。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与企业同甘共
苦，当好企业的贴心人，才能赢得更大发展空间。
当前在服务国家战略和未来业务发展的双重考量
下，银行业服务民营企业有了诸多创新，大数据等
技术的应用让风控和成本的痛点逐步解决。相信
随着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地，商业银行服务民营企
业的意愿和能力将明显提升，以更贴心更专业的
服务支持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网约工没有工伤险”“外卖小
哥遇车祸自己买单”……近年来，网
约工权益保障问题频频发生。可喜
的是，近日，人社部表示，将适时启
动《工伤保险条例》的再次修订工
作，把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快递员
等新业态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制
度保障当中。

快递小哥、外卖小哥、代驾……
他们虽然身份不同，却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网约工”。他们因网络

而生，时间灵活、工作强度大，但安
全却无从保障。一个创新、成熟的
社会，应当与时俱进，切实保障好新
业态从业者权益。我们期待相关保
障能及早到位。这正是：

网约小哥不怕累，
意外受伤无人赔；
新业态有新贡献，
权益岂能成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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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闻“鞭炮”声，不见爆竹屑，海口
市灵山镇大炳村用电子鞭炮取代烟花
爆竹、文明过大年过公期。不仅如此，
当地村民现在连纸钱和高香都不烧
了。清风扑面，令人点赞。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不知从何时起，放鞭炮成了国人过
年一项重要仪式，也是很多人关于“年”
最深刻的记忆。但随着时代变迁、社会
进步，放鞭炮的老习俗日益显得陈旧，特
别是与环保理念格格不入。尽管如此，
让人们一下子“割爱”，却未必能如愿。
如之奈何？灵山镇大炳村相关做法的重
要启发就是：让老习俗有新过法。

“新”，不仅是方式新，更重要的是观
念新。很多时候，如果没有观念的刷新，
就难有方式上的变化，或者，即便有了改
观，也未必能持久。以大炳村为例，采用
电子鞭炮代替传统爆竹，是一种新方式，
但如果村民思想上没有转过弯来，不能
认识到节日的真正意义在于阖家团圆，

而燃放鞭炮只是营造氛围的一种方式，
其本身并没有特殊意义，且会带来各种污
染，那么，也就不会响应号召，说不定还
会对禁燃禁放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甚至跟监管部门“打游击”“躲猫猫”。

当然，做到“新”并非易事，对治理
者而言，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一方面，
要在治理理念上进行更新，不再是依赖

“一纸禁令”，也不再是依靠行政强推，
而是在引导上多做文章。另一方面，要
在治理手段上进行创新，贴近生活，注重
创意，避免因不接地气而扎不下根，防止
因缺乏新意而落入俗套。大炳村的做法
让人称许，国内其他一些地方移风易俗
的好做法同样值得借鉴。例如，在婚丧
嫁娶上，可引导村民拟定村规民约，发挥
村民自治，让现代文明注入传统习俗。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勒庞认为，“没
有传统，就没有文明，但没有对传统的
缓慢淘汰，就没有进步。”移风易俗，说
白了就是要淘汰不合时宜的传统，弘扬
社会新风，推动社会持续进步。老树发
新芽，才能焕发生机。同样，推陈出新、
破旧立新，老习俗才能焕发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