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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税务局办理两证整合信息报告小结：

（1）传统做法：纳税人需到办税服务厅才可以办理两证整合信息

报告。

（2）电子税务局操作：纳税人登录电子税务局，即可随时随地完

成两证整合信息报告。

足不出户2分钟和至少跑一次税务局，您更愿意选择哪种办税方

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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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息报告】→【两证整合个体工商户登记信息确认】

三、操作说明

进入该模块，纳税人基本信息系统会自动取数赋

值，无需纳税人进行填写，纳

税人只需要根据企业实际情

况确认，对其中不全的信息进

行补充，对不准确的信息进行

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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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两证整合信息报告

一次都不跑 电子税务局 办税新时尚引领
广告

关注“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特约记者 李珂

新中国成立70年，千年古郡旧貌
换新颜，儋州人民生活越过越红火。

9月25日，在省新闻办于海口举
办的第七场海南省“壮丽70年 奋斗
新时代”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儋州
市委书记袁光平、市长朱洪武详细介
绍儋州过去70年的发展成就，展望建
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良好态势。

艰苦奋斗
实现跨越式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儋州是一个落
后的边陲小城镇，基础设施极为薄弱，
镇与镇、村与村、巷与巷之间少有道路
连通，全市仅有的两条公路通车里程
不足30公里，18座桥梁长度不足500
米。如今，儋州公路通车里程达2842
公里，桥梁393座，长度1.1万多米，分
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95倍、21倍、
25倍。环岛高速、环岛高铁、万洋高
速贯穿境内，儋州机场建设稳步推进，
儋州40分钟生活圈和1小时交通圈
的蓝图加快实现。

70年奋斗，儋州经济社会跨越发
展，多项指标实现十倍甚至百倍增长，
今天的儋州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

2018年，儋州地区生产总值323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233.5亿元、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91.4亿元，分别是建
省初期的20倍、198.7倍、34.9倍，年
均增长10.3%、19.3%、12.5%。

袁光平说，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特别是近十年
来，儋州财政支出的75%以上都用于
民生事业，老百姓的生活蒸蒸日上，日
子越过越红火。

2018年，儋州城乡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达到31328元和14465元，是建
省初期的26.2倍和23.9倍。人均存款
是十年前的4倍多。每百户农村居民
拥有移动电话、电子计算机、家用汽车
数量分别达到312部、20台、11辆，比
全省平均水平高13%、100%、12%。机
动车保有量10.9万辆，是建省初期的
29倍。

儋州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
47平方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5.35平方米，比
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分别高9%和35%。

近年来，儋州全力推动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减贫人口全省第一，贫困
发生率从 2016 年的 10.09%下降到
0.85%，36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全部摘
帽，剩余1683户5456人今年将全部
脱贫。

抢抓机遇
加快“五大中心”建设

儋州拥有全省九分之一的人口、
六分之一的海岸线、十分之一的陆地
面积，是海南陆地面积最大、人口第二
多的城市。近年，儋州被赋予建设海
南西部中心城市的使命。

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儋州
如何抢抓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机遇
加快西部中心城市建设？袁光平说，
贯彻省委决策部署，儋州坚持以新发
展理念引领，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把建
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的定位具体化、
功能化为打造西部教育、医疗、文体、
消费、服务“五大中心”，并以具体的产
业和项目推动实施。

袁光平说，儋州是北部湾城市群
重点城市，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上
的重要节点城市，更是中国与东盟、东
南亚各国海上交往的前沿城市之一，
被国家确定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
要节点城市，具有十分优越的区位优
势和无限的发展潜力。儋州将瞄准环
北部湾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依托洋
浦，深化产城融合和港城融合，打造产
城融合和港城融合示范区，推动儋州
高质量发展。

儋州不仅区位优越，而且资源禀
赋独特。境内有百年橡胶园、千年古
盐田、万年石花水洞、东坡书院、儋州
故城等旅游资源，还有罕见的火山岩
海岸线，被誉为“世界上最热的氡
泉”——蓝洋温泉，以及能够打造成地
中海式旅游度假胜地的儋州湾。儋州
围绕这些资源，将以最先进的理念加
快保护开发，构建以观光旅游为基础、
休闲度假为重点、文体旅游和健康旅
游为特色的旅游产业体系。

近年来，儋州西部中心城市建设
步伐呈加快态势。今年上半年，儋州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6%）、固定资产
投资（15.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38.2%）三项指标增速全省第一。

开拓创新
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当前儋州为什么能够保持这么好
的发展态势？对于记者的提问，朱洪
武分析：

一是大胆改革创新，在体制和制
度创新上下功夫。儋州在全省率先成
立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创新
土地资源整合方式，为农业产业规模
化、现代化提供用地保障。针对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今年8月
一次性发布11项政策，涵盖促进消
费、农民增收、优化政府服务等方面的
改革创新举措。

二是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将今
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分解到348
个具体项目上。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
部署，2018年以来儋州集中开工一批
打基础、利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大项
目、好项目，总投资119.84亿元。

三是着力策划招商引资，坚持以招
商促发展，引入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
限公司、盛裕集团等高水平专业机构合
作策划项目，今年上半年儋州签约项目
12个。

四是优化营商大环境。儋州委托
安永（中国）公司对儋州营商环境进行
评估，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改善措施。
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制定实施政
府投资项目EPC管理办法、工程项目
联审联批等规章制度，项目规划许可
压缩到5个工作日，施工许可压缩到1
个工作日。

“儋州走过70年光辉历程，我们
深切地感受到：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
党的领导，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才能始终保持
正确的前进方向；只有牢牢抓住发展
第一要务，才能建好海南西部中心城
市，更好扛起建设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的儋州担当；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始终注重保障和改善民
生，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
无往而不胜。”袁光平说，这是历史的
总结，更是儋州百万人民砥砺前行的
宝贵财富。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

儋州抢抓机遇，深挖潜力，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加快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

海南新闻界专题书画展
海口开展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
吴凡）9月24日上午，海南省新闻界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专题书画作品展在海口市民游客中
心展览大厅开展。

本次参展的80多幅作品，由海南、北京、上海、
山东、江苏、陕西、青海等多地新闻工作者创作，主
题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助力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参展作品系经
各地新闻媒体发布征稿消息后遴选而出，展示了我
国新闻界书画家独具特色的创作视角，和为时代发
声的创作特点。在海口展出前，该展览还特意安排
到昌江、五指山等地巡展。

本次展览由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指导，海口市
委宣传部主办，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海口市书法
家协会承办。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张
杰）9月26日，由海南省委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办，海南日
报新媒体部、南海网具体承办的“海南
相册”网宣项目将正式上线。

“这是一部与海南发展同步更新
着的网络相册，它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之际重磅推出，将持续记录并
展示海南发展万千景象，值得大家

关注。”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海
南相册”精彩影像内容将在海南日
报新闻客户端及南海网新闻客户
端、南海网网站等新媒体网络平台
持续推出。

“海南相册”依托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丰富的影像储备资源优势，
深度挖掘并整合图片及视频素材，
通过专题图片故事、新闻摄影报

道、短视频等方式，呈现海南发展
的各个历史记忆及精彩瞬间，展示
海南社会经济人文等各方面的发
展成就。

此外，“海南相册”网宣项目还将
开展“名家拍海南”主题摄影活动，邀
请国内外知名摄影师走进海南，用手
中的镜头向世界展现海南的美好,特
别是海南在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探索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大背景下的各项进展与成就。活动
将以自贸区进行时篇、乡村振兴篇、绿

水青山篇、历史人文篇、城市风貌篇等
为主题篇章进行创作，讲好新时代里
的海南故事。

依托海南日报影像储备资源优势，记录海南发展万千景象

“海南相册”今日精彩推出

扫码看海南日报客
户端（左）、南海网（右）
“海南相册”专题

琼海举办优秀青年干部
主题教育读书会

本报讯（记者袁宇）9月23日晚，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琼海市优秀青年干部读书
会在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这是琼海市委迎
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举办的一次特别活动。

读书会上，朗诵《我的祖国》《清清万泉河 悠
悠大中国》、小品《小美驻村日记》等节目轮番登
台，从不同视角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深情
演绎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基层普通公
务员的追梦足迹，展现琼海全市广大青年干部激
情昂扬、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

■ 本报记者 李磊

秋日的东山岭脚下，万宁市万城
镇联星村溪边村民小组的三角梅培
育基地里花开正艳，村民们在花丛忙
碌不停，照料着刚刚移栽至花盆即将
出售的三角梅树。

在革命战争时期，这座村庄设有
革命队伍的秘密交通站，百姓积极
参加革命。如今，溪边村依靠发展
三角梅产业，成为一座生态优美、产
业发达的美丽富裕村庄，让百姓过
上美好生活。

革命队伍的秘密掩护点

“当年的秘密交通站就设立在村
民陈位荣家中，他多次掩护琼崖地方

党组织和琼崖纵队干部成功逃脱敌
人的追击；村民梁经友曾掩护地下党
员换上农民衣服成功逃过敌人封锁
线……”走在溪边村三角梅长廊里，
年过八旬的老村支部书记梁大春一
说起溪边村的革命历史，就滔滔不绝
地打开了话匣子。

这些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至今依
旧清晰地留存在溪边村人的记忆里。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琼崖纵队第三支队经常在溪边村一
带活动，并在溪边村设立秘密交通
站，村民们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为中
共琼崖地方组织和琼崖纵队送情报，
当向导，接送和掩护革命同志……

回首那段光荣而艰辛的革命岁
月，最让溪边人感到无比自豪的是：
无论境遇如何，溪边村始终没有一人

投敌或叛变，更没有人当汉奸。
据史料记载，革命战争年代，在溪

边村带头下，现在联星村委会所辖的9
个村民小组中，有30多人参加革命。
20世纪50年代初，包括溪边村在内
的7个村庄被评为革命老区村庄。

开拓三角梅支柱产业

光荣的革命历史，影响了溪边村一
代又一代的村民，如今，溪边村的党员
们不忘初心，带领广大群众改善生活，
走出一条三角梅种植产业发展之路。

行走在溪边村，一条条硬化道路
整洁干净，一座座漂亮的楼房错落有
致，一幅鲜明的美丽乡村画卷展现在
眼前。遍布村中的红色三角梅迎着
微风飘动，散发着馥郁的芬香。

沿村道向左转，便是溪边三角梅
合作社。在90亩的园地里，汇集了溪
边美丽乡村建设的精华。三角梅花园
分为园林区、苗圃区、休闲区和参观

区，花团锦簇的繁茂美丽景象，美得让
人流连忘返。

万宁气候温和、温差小，具备种植
三角梅的优越条件。近年来，联星村
党支部抓住发展机遇，支持村民建起
三角梅培育基地，于2014年成立溪边
合作社，推行“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经营模式，如今三角梅花苗总计培育
10万株，合作社人均年收入达到了
1.6万元。

联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建雄介绍，当年，村委会组织村民以
入股的方式来建立三角梅合作社，以三
角梅为支柱来发展村中产业时，得到
了村民的广泛支持，28户贫困户全部入
了合作社，并于2017年全部脱贫。

书香味浓吸引游人

贯穿整个溪边村的三角梅长廊，
通向溪边小学和三角梅培育基地中的
溪边书屋。近年来，重修的溪边小学

吸引到了当地不少的生源和教师，教
学质量也在稳步提升。村中相继建起
溪边书屋、咖啡厅、三角梅沙龙等，极
大地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文房”“墨香”“画境”……这是
溪边村溪边书屋各个房间的名字，单
从这些名字就能看出书法是溪边书屋
很重要的文化元素。溪边书屋藏书
2000多册，坐落在一大片开得正茂的
三角梅花海中，环境整洁雅致。农闲
之余，村民们约上三五好友，在书屋品
一壶清茶，翻阅图书，练习书法已成为
一种风气。每逢周末节假日，美丽文
明的溪边村也逐渐成为城里人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

陈建雄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曾经溪
边村被叫作“红色溪边”，那是因为溪边
村光荣的革命历史，而现在溪边村，则
因为遍地的三角梅红成一片。他相信，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随着乡村振兴战
略的推进，溪边村将会花开更红。

（本报万城9月25日电）

万宁溪边村借力三角梅产业建设富美乡村

红色溪边花开正红
海南革命老区村庄行

儋州迎国庆
职工万米欢乐跑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儋州市迎国庆职
工万米欢乐跑活动9月23日晚在儋州市文化广场
举行，来自全市80多个单位的2000多名职工和群
众及跑步爱好者身着红色跑服参加活动，喜迎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据悉，本次活动以“文明创新、凝心聚力、强身
健体，建设美好新儋州”为主题，以全民健身为宗
旨，广泛参与、增进团结和友谊为目的，进一步丰富
广大干部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增强干部职工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促进健身运动深入开展，助力儋州

“一创两建”。

海垦举办
职工登高挑战赛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李骁可 杨光）9月25日下午，海垦集团“登峰新
海垦·致敬七十年”登高挑战赛在海垦国际金融中
心举行，来自海垦集团总部各部门、海口地区企业
近400名职工共同上演一出“垂直马拉松”。

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的海垦国际金融中心是
海垦集团总部，共有43层。当天15时30分，参
赛选手统一身着文化衫，纷纷从海垦国际金融中
心大厅出发，从1楼沿着楼梯拾级而上，先到达
43楼终点即为胜利。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省检察机关
举行文艺汇演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刘瓅）9月25日晚，海南省检察机关“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文艺汇演活动在海口举行。

本次汇演的节目经过省检察院、一分院、二分
院、海口市院、三亚市院五个赛区的比拼打磨、层
层筛选，融合歌曲、舞蹈、诗朗诵、快板、舞台剧、小
品、讲述等多种表演形式，紧扣新时代主旋律，弘
扬“六爱”检察文化精神，特色鲜明，生动展现了海
南检察干警的爱国热情和不忘初心、奋发向上的
精神风貌，营造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浓厚
氛围，表达了海南检察人不断开创新时代海南检
察工作新局面、服务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担当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