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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办纳税人套餐是对新办企业实现电子税务局开户、财务会计

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存款账户账号报告、委托缴税协议书（TIPS）、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

票限额审批、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线上申请的一次性套餐办理，省

时省力省汽油。

一、登录海南省电子税务局网址：

https://etax.hainan.chinatax.gov.cn/（推荐使用非IE内核的浏

览器、IE8.0以上版本浏览器）

二、办理路径

【我要办税】—【个性服务】—【套餐及组合业务】—【新办纳税人套餐】

三、操作说明
新开办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未登录电子税务局

的情况下，可在【公众服务】—【单位注册】模块注册账号，

注册完毕即可登录办理，详细

操作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在使用电子税务局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和

建议，可拨打服务热线4006012366进行咨询或

联系主管税务机关。

海南省电子税务局2019年9月1日
全省正式上线运行，实现了税费一体化申
报缴、发票管理、退抵税、资料报送、征
纳互动等437项便利服务，纳税人足不出
户就可以在网上轻松办理90%以上的涉
税申请业务。为了确保广大纳税人懂操
作、知流程、会使用、会办理，充分享受
电子税务局带来的便利办税体验，国家税
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专门开设“电子税务
局引领办税新时尚”专栏，系统介绍电子
税务局的功能特点。

⑤ 新办纳税人套餐

一次都不跑 电子税务局 办税新时尚引领
广告

各企业（单位）：
2017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
布，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是中国政府坚定支持贸易自由
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
场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
加强经贸交流合作，促进全球贸易和
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
发展。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
下简称第二届进博会）定于2019年
11月5日-11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举办，由商务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发
会议、联合国工发组织等相关国际机
构为合作单位。本届进博会展览面
积共33万平方米，其中国家综合展3

万平方米，拟邀请60个国家参展，只
展示不成交；企业商业展30万平方
米，涵盖装备、消费、食品、健康、服务
等五大板块，装备板块包括轻型装
备、重型装备、汽车等；消费板块包括
日用消费品、科技类消费品、高端消
费品等；食品板块包括农产品、休闲
食品、饮料和酒类等；健康板块包括
医疗器械设备、药品保健品、养老康
复等；服务板块包括金融、旅游、物
流、设计、检验检测等。同时，新增新
产品、新技术和新政策统一发布平
台，组织采购商洽谈对接，设立多维
度体验区、活动区、洽谈区，增强展区
辅助功能。目前已有数千家企业报
名和签约，其中包括大批世界500强
和龙头企业。

根据商务部和第二届进博会组
委会要求，我省将组织海南交易团参

会、到会采购。为确保我省组团各项
工作顺利开展，通知如下：

一、展会时间、地点
时间：2019年11月5日-11日
地点：上海市国家会展中心
二、主要活动内容
（一）采购商到会采购。组织我省

有意愿赴进博会开展采购、对接、洽谈
的企业参会，争取获得采购成果。

（二）招商洽谈活动。充分发掘
第二届进博会的到会境外嘉宾开展
适合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招商合作
活动。

（三）采购成交签约仪式。对我
省交易团在进博会期间与参展商洽
谈成交的采购协议举办签约仪式。

三、相关要求
（一）采购商要求。注册地址在

我省并有采购意愿和采购能力的各

类企业、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等。
（二）实施精准化洽谈采购。结

合第二届进博会参展的境外企业（名
单详见进博会官网企业商业展栏目
下的展商名单），根据自身需求积极
开展展前展中、线上线下贸易对接和
洽谈磋商，争取会期成交。

（三）积极参加现场活动。各企
业（单位）积极报名参加组委会组织
的各类现场活动。同时，围绕进口博
览会的主题、目标和定位，结合我省
实际需要，积极开展高质量、高水平
的现场推介活动，推进我省企业与境
外企业在产业、贸易、投资、技术、人
才等方面加强合作。

（四）报名注册。各企业（单位）
按照相关工作流程进度与要求，登录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官方网站
（www.ciie.org）在线注册报名，如实

填写企业（单位）和参会人员信息。
海南交易团邀请码：10049179172。
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9月底。

四、参会费用
（一）参会人员证件费用由我厅

统一免费办理。
（二）采购企业人员在进博会举办

期间的住宿，按500元/每人/天标准以
及实际住宿天数，最多补助4天住宿费
用，每人住宿补助不超过2000元。

（三）参会单位在进博会期间开
展的现场贸易对接、推介、项目对接、
需求发布、签约仪式等现场活动场地
由我厅统筹安排。

（四）其他费用自理。
咨询电话：0898- 32182580/

0898-32182710
海南省商务厅

2019年8月22日

关于报名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通知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陈卓斌）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9月23日晚播出的第150期省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邀请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十八洞村原扶贫工作队队长、现湖南湘西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龙秀林到场授课，和观
众们分享了该村在扶贫方面的特色经验做法。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赴湘西十八洞
村，同群众共商脱贫之策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重要理念。龙秀林介绍，这些年来，十八洞村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苦干实干，书写了精准扶贫
的“十八洞村样本”。

龙秀林回忆，在十八洞村任职期间，带领村干
部办实事好事，赢得了村民拥护，并推选优秀的大
学生担任村党支部干部，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村党支部积极探索思想
道德建设“星级化”管理模式，每年进行一次由村
民主导的打分评比活动，并张榜公示，督促大家实
行自我监督和管理，激发了村民的脱贫内生动力。

此外，十八洞村一方面发展乡村旅游，提供各
种服务性岗位；另一方面，村里通过与企业一起开
发山泉水，就地安置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每
年村集体还可以享受“50+1”的分红，即水厂每年
支付村集体保底50万元分红，此外每生产销售一
瓶水，拿出一分钱，作为十八洞的扶贫基金。

节目中，湘西花垣县双龙镇人大主席、十八洞
村驻村干部王本健介绍，猕猴桃是十八洞村的重
要产业之一。过去因为信息、销路不畅通等原因，
老百姓都不愿意种植。为此，村干部们决定在“精
准扶贫”上下功夫，最终通过线上电商平台、实体
大型超市解决了销售渠道问题，使猕猴桃“触电”
进而推动产业振兴。

观众也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完整内容。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邀请
湖南湘西扶贫干部授课

书写精准扶贫的
“十八洞村样本”

生活英语
A： Tropical shirts are very popular

in Hainan。
岛服在海南很受欢迎。
B：They look great。
它们很好看。
A： Take care of your belongings。

See you next time！
带好您的随身物品，下次再见。
B：See you next time！
下次见。

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角

自贸英语

支持海南在建立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和有偿使用制度方面率先进行探索。

Support Hainan in piloting the es-
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roper-
ty right system and paid use system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
尤梦瑜朗读的英语音频。

本周前期
琼岛大部地区有阵雨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许
嘉 吴春娃）海南日报记者9月23日上午从海南
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前期海南岛大部地区
有阵雨，中、后期全岛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

陆地方面：9月23日、26日-29日，受东北气
流影响，全岛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东半部地区局
地有小阵雨。全岛最高气温30-33℃；最低气温
中部地区20-22℃，其余地区23-26℃。

24日-25日，受偏东气流影响，全岛多云，北
部、中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中雨，西部和
南部地区多云，局地有小阵雨；全岛最高气温29-
32℃，最低气温变化不大。

海洋方面：23日-29日，北部湾海面、海南岛
四周海面，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
级、阵风6-7级。

9月23日，在三亚水稻国家公园，农民捧起丰收的稻谷。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我省“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三亚主会场，全省各市县
农民代表欢庆自己的节日。 见习记者 封烁 摄

琼海市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会场展示的琳琅满目的农产品。
本报记者 袁宇 摄

本报三亚9月23日电（记者孙
慧 陈雪怡）9月23日是我国传统节
气秋分，也是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全省多个市县举办庆祝活动。
在三亚主会场，来自全省约1000名
农民代表齐聚亚龙湾国际玫瑰谷，
一起劳动比赛，载歌载舞，庆祝自己
的节日，享受丰收的欢乐。

今年的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
以“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

村”为宗旨，展示海南科技强农新
成果、产业发展新成就、乡村振兴
新面貌。

“6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一年
比一年好。”丰收节开幕式上，三亚
市吉阳区博后村村民李玉梅动情地
说。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位于该村的亚龙湾国际玫瑰谷考察
时，留下温暖亿万农民心窝的话：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在政府的扶持改造下，李玉梅
家所在的博后村村容村貌大改变，
如今行走在博后村，田野里，翩飞
的白鹭与黄牛和谐相处；村路旁，
一排排民宿、餐厅敞开大门喜迎
宾客。回顾几十年的农民生活，
李玉梅说，从过去的吃不饱穿不
暖，到现在的衣食无忧奔小康，收
入越来越高，村子越来越美，当农
民很幸福。

2019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
庆祝活动围绕“感恩大地 欢庆丰
收”这一主题，设置了“喜乐丰收·
海南农民趣味运动会”“千人丰收
公道饭”“2019年海南农民丰收歌
会”、市县品牌农产品展示展销等
系列活动。开幕式结束后，亚龙湾
国际玫瑰谷的田洋里热闹非凡，来
自全省各市县的千名农民代表组
成各个方阵，进行了“玫瑰速递”男

女接力跑、“泥潭捉泥鳅”比赛、“田
地抢鸭子”比赛和采玫瑰花比赛，
玫瑰谷变成欢乐的海洋。

据了解，围绕“感恩大地 欢庆
丰收”主题，我省各市县在丰收节前
后，先后举办2019海南（乐东）农民
丰收节、琼海潭门赶海节等系列庆
祝活动，营造百万海南农民欢庆丰
收、祝福祖国的浓厚氛围，汇聚起全
民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磅礴力量。

我省举办系列活动庆祝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致敬劳动者 欢喜庆丰收

我省“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三亚主会场，特色丰富
的公道饭吸引市民游客拍照留念。 见习记者 封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