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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7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曲易伸）海南日报记者
3月27日从海南省税务局获悉，我
省从去年以来，多举措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并将减税降费工作与“便民
办税春风行动”相结合，与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相结合，切实提高减税降
费成效。

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
深刻认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战略
意义，也在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
确保减税降费在我省落地生根见效。

据介绍，全省税务系统定好“三

清单”力推减税降费工作落实：一是
定好行动清单，紧扣税务总局的工
作安排，对落实普惠性减税政策工
作进行任务分解，明确需要完成的9
类36项工作任务，并确定了具体责
任人、工作时间，确保任务承接不漏
项、不缺项；二是定好推动清单，确
定需要督察的组织领导、基础配置
等8大类49个具体问题，通过实地
查看、政策考查、随机询问等方式开
展督察；三是定好促动清单，列出8
大类检查任务，分阶段进行明察，委
托第三方不定期开展暗访，并根据

检查结果对明察暗访的单位进行绩
效考核。

同时，抓好政策落实、抓好宣传
辅导、抓好征收核算、抓好督察督办，
提升减税降费工作质效。省税务局
还紧紧围绕减税降费这个主题，对深
化增值税改革进行了详细布置，主要
开展“开好票、报好税、算好账、服好
务、监督好”等5个方面工作。

此外，省税务局还将减税降费工
作与服务地方经济相结合。在省两
会召开前，组织广大党员开展减税降
费宣传进两会活动，主动走访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进行“面对面”“零距
离”宣传减税降费政策。引导党员干
部结合自身所学专业和业务知识，积
极开展调研活动，通过挖掘征管大数
据和第三方数据，采取数理模型分析
方法深入开展税收经济分析，形成
《关于减轻我省企业税费负担助力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若干建议的报告》
等分析报告。

今年2月底开始启动的“便民办
税春风行动”出台4大类13项52条
便民办税服务举措，行动内容突出强
调以“减税降费”为主线，集成推出

22条政策性和服务性具体举措，全
力推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实，给纳税人
和缴费人带来更多、更直接、更实在
的获得感。

今年，省税务局将全面落实办税
服务厅首问责任、限时办结、预约办
税、延时服务、导税服务和“最多跑一
次”等各项服务制度，确保对纳税人
和缴费人的问题及时解答、事项及时
办理。结合“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积
极推出管理服务创新举措，进一步提
升纳税人和缴费人享受减税降费政
策的良好体验。

我省多举措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将减税降费与服务地方经济相结合，切实提高减税降费成效

本报三亚3月27日电（记者林
诗婷）三亚又迎“美丽情缘”。海南
日报记者3月27日从三亚市人民政
府获悉，该市与世界小姐有限公司
于日前签署合作会谈备忘录，世界
小姐亚洲总部将落户三亚，助力三
亚提升国际旅游宣传推广力度与旅
游消费水平。

根据备忘录，世界小姐有限公

司将利用世界小姐赛事活动及双
方同意的合作媒体积极帮助三亚
塑造城市形象品牌和开展国际旅
游宣传推广，提升三亚的世界知名
度和目的地形象；同时，三亚市人
民政府将与世界小姐有限公司依
托世界小姐赛事活动，举办系列慈
善与公益活动，共同推进世界小姐
赛事运作市场化等。

据悉，世界小姐赛事创办于
1951年。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年度
时尚文化盛典，截至2018年，世界小
姐大赛已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
了68届。自2003年起，该项赛事已
相继在三亚成功举行了8届，三亚也
因此成为英国总部之外举办世界小
姐总决赛次数最多的城市。

“三亚人民热情好客，城市越来

越美丽，三亚就是世姐的‘家’。”世界
小姐机构主席莫莉夫人说，世界小姐
机构已把2018年世界小姐总决赛
120位选手在三亚的各项活动视频
剪辑成6集纪录片，配以多种语言，
随后将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播出，宣传与展示三亚的美，让世界
更多的人了解三亚、来到三亚、爱上
三亚。

打造“美丽经济”新名片

世界小姐亚洲总部将落户三亚

本报海口3月27日讯（记者王
培琳）3月27日，海南省自由贸易试验
区十二个先导性项目之一的南繁科技
城，携手招商银行海口分行，就全方位
金融合作签署银企战略合作协议。

此次签约，招商银行积极响应国
家产业政策，主动提供50亿元综合性
金融服务意向及融资总量，为南繁科
技城注入强有力的新鲜血液，助力其
打造海南自贸区、自贸港产业高地。

签约仪式上，招商银行海口分行
行长赵悦表示，南繁科技城与招商银
行海口分行的发展定位和所长所能
是高度契合的，海口分行将在基础设
施配套建设、产业人才社区、专家公
寓、进驻企业总部基地建设、商业住
宅和产业项目运营、园区招商企业等
方面，为南繁科技城提供多样化的融
资安排和综合性的金融服务，使双方
合作成为成效显著、复制推广性强的

银企合作示范项目。
南繁科技城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泽贵表示，南繁科技城作为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做优做强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打造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
和加强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
南）建设的科技创新先导性项目，其
在南繁育种产业及热带农科产业集
群化上有着重要战略意义。此次与
招商银行海口分行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对未来南繁科技城的建设和地方
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悉，南繁科技城预计2030年建
成，可实现年产值160亿元，税收贡献
16亿元，集聚优秀企业近千家，吸引高
端产业人才4.5万人，每年国际化交流
56万人次。目前项目产业规划、空间
规划、产业招商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
展，起步区首批落户企业已基本对接完
成，预计将在今年5月启动开工仪式。

南繁科技城与招商银行海口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银企携手打造自贸区自贸港产业高地

海口海关开展新型集约化征税

办理首批平行进口
汽车汇总征税业务

本报海口3月27日讯 （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辜振成）海南日报
记者3月 27日从海口海关获悉，
该关近日受理海口综合保税区金
港华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35辆平
行进口汽车出区申请，企业通过
汇总征税模式纳税，享受“先放后
税”的通关便利。这是海口海关
办理的首批平行进口汽车汇总征
税业务。

平行进口汽车使用汇总征税
模式，是海口海关贯彻落实《中
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
方案》的一项重要举措，标志着
平行进口汽车企业汇总征税通关
便利化措施落地实施。平行进口
汽车企业使用汇总征税模式纳
税，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将有
力推动海南平行进口汽车业务加
快发展。

海口海关关税处负责人介
绍，汇总征税是海关为优化营商
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而开
展的一种新型集约化征税，企业
在提供有效担保下可享受“先放
后税”的通关便利，当月应缴税款
在下月第5个工作日前完成汇总
支付即可。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儋州探索发展高效农业，激活土地资源

稻虾共育“钱”景可期
本报那大3月27日电（记者林晓君）通过“稻

虾共育”技术，可以让单纯的水稻田，亩产值翻五倍
以上。3月26日，儋州市多部门在那大镇石屋村，
举办小龙虾共享农庄“稻虾共育”现场研讨会。政
府部门、农技部门和农业龙头企业代表，对稻虾共
育模式在市场、技术、资本等领域的发展展开深入
探讨。

海南日报记者在石屋村稻田边看到，成片的
水田在烈日下泛着粼光，水田的中央是一排排秧
苗。环绕四周的池塘里，数不清的小龙虾活蹦乱
跳着。据介绍，小龙虾共享农庄占地731.97亩，
其中有442.59亩将种植有机水稻及饲养小龙虾，
计划利用两侧坡地建设共享农庄，并在立体田埂
上种植泰国金椰。

“小龙虾产业在内地发展势头迅猛，第三届
中国（国际）小龙虾产业大会透露，我国小龙虾
养殖面积现已突破1000万亩，产量突破100万
吨，经济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海南特殊的地
理位置、气候环境，使得入秋后反季节养殖的小
龙虾体型健壮肥美，成为弥补冬春两季全国市场
短板的市场宠儿，价格高出平常一倍。”稻虾股
份首席产品官、中国国际生态循环农业专家会委
员刘传光说。

在海南岛上农业集团创始人陈浩巍看来，发
展稻虾共育产业“钱”景可期。通过稻虾共育模
式，预估每年每亩宜渔耕地可最少生产两季有机
水稻，其中有机稻米每亩每季产350斤，预估经济
效益为每亩每年8000元；预估稻虾共育田块经济
效益约每亩每年1.7万元。反季小龙虾价格可达
到平时的两倍，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单一种植杂
交水稻模式的5倍。

刘传光表示，海南岛上农业集团在海南稻虾
共育项目开展前做了3年的前期实地调研，并配
备成熟的农业技术专家团队，将为项目发展提供
技术、管理支持。

“驻村后我看到很多土地闲置，希望能借助这
个产业，激活土地资源。”那大镇乡村振兴工作队副
队长毛湘峰表示，农村缺资源、缺资金，借助发展稻
虾共育，在把技术和资金引来的同时，能有效把土
地利用起来，实现经济效益，提高百姓收入，为乡村
振兴作出贡献。

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石碌3月27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李德乾）穿上整齐的“校服”，坐进宽敞的教室，从
田间地头的劳作到“课堂”上如饥似渴地汲取知
识，对于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红峰村村民们来
说，一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不仅能让他们掌握新
的技能，也将拓宽他们的致富路。

据了解，开办此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由省
农业农村厅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主办，海南广
播电视大学昌江远程教育学院和昌江七叉红峰科
技种养专业合作社合作承办，通过把“课堂”搬到
田间地头、搬到农民最需要的地方，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培养人才。

在3月26日开班之后，培训班将一直持续
至4月4日，通过理论教学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
方式，从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营销、职业农民
素养、农业旅游景观营造、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农产品电子商务等多个方面，对培训班学员
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培训结束后，除进行理论考
试之外，还将组织学员赴现代农业园区、农业企
业及家庭农场参加现场观摩和交流，进一步增进
学习效果。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
非常重要的一环，旨在提升农户自身的能力，拓宽
他们的致富渠道。”该培训中心副主任李干表示，
此次在昌江举办培训班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将
在更多地方举办类似的培训班，让更多农户实实
在在受益。

救人俄罗斯游客
获三亚“最美游客”称号

本报三亚3月27日电 （记者徐慧玲 林诗
婷）3月27日下午，三亚市召开“最美游客”表彰
会，授予俄罗斯游客帕斯卡尼·尤拉三亚“最美游
客”称号并颁发证书。

“这份礼物很有意义，我会把发生在海南的故
事告诉更多的朋友。”帕斯卡尼·尤拉激动地说。
原来，3月23日下午，帕斯卡尼·尤拉与妻子在三
亚大东海游泳时，听到有人在非游泳区域呼救挣
扎，帕斯卡尼·尤拉立即行动，与现场救生员及三
亚市民齐心协力救助溺水游客。

“帕斯卡尼·尤拉的英勇行为，令我们感动。”
三亚市常务副市长陈铁军表示，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见义勇为、济危扶困是高尚的行为，三亚是著名
的滨海旅游度假城市，有着美丽的沙滩、海水和空
气，但最美的风景还是人。帕斯卡尼·尤拉的善举
为中俄两国人民谱写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为三亚
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当日表彰会上，三亚的旅游业者还为帕斯卡
尼·尤拉送上免费房券和国际航班机票，欢迎他再
来三亚旅游度假。

近年来，三亚涌现多起市民与中外游客互帮
互助的事件，逐渐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与
此同时，三亚积极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向广大中外
游客提供规范化、细致化、个性化服务，积极营造

“文明待客”和谐氛围，让文明旅游渐成风尚。

新闻追踪

绿道
让城市焕发绿色生机

3月27日，海口市南渡江带状公园绿意盎然、三角梅盛开，市民在绿道上休
闲健身，悠闲享受“慢生活”。南渡江带状公园位于南渡江西岸，从海口新埠桥
到南渡江大桥带状分布，全长12公里。

近年来，海口加快城市更新步伐，着力增绿护蓝。开放式绿道的建设不仅
将绿色空间留给市民，营造了良好的城市人居环境，同时，也将“绿水青山”搬到
城市里，让城市焕发出绿色生机，更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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