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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电子税务局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规
模纳税人小结：

（1）传统做法：纳税人需到办税服务厅才可以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

（2）电子税务局操作：纳税人登录电子税务局，即可办理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随时随地都能轻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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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信息报告】→【增值税纳税人

类型报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转回小规模纳税人】

三、操作说明
转登记日前连续12个月（以1个月为1个纳税期）或者连续

4个季度（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

累计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的一般

纳税人，在2019年12月31日前，可

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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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⑩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转登记

为小规模纳税人 全程网上办 电子税务局 办税新时尚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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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何一楠）从10月1日起，我
省将举办系列美食购物活动，力求推
动消费增长。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月
29日从省商务厅获悉的。

为做好促进消费顶层设计工作，
省商务厅草拟了《海南省促进消费若
干意见（送审稿）》，提出我省18条促
进消费意见和2019年下半年21条、
2020年19条具体措施，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准实施。

我省将依托体育赛事、大型展会、
主题促销等平台，举办以餐饮购物、物
产展销为主要内容的美食购物嘉年华
活动，通过“节庆＋美食购物”引领节
日经济。2019年下半年计划举办第

四届海南国际旅游岛购物节等46场
活动，2020年计划举办国际旅游美食
博览会等200场活动。

我省将继续举办免税购物嘉年华
活动，通过发放大量现金消费券、策划

开展主题营销活动，促进免税品消
费。积极开展汽车、网络、农产品促销
和家电以旧换新活动。支持海南名特
优产品企业走出去参加省外各类大型
展销会，鼓励省内举办名特优产品展

销会、对接会，帮助企业对接省外采购
商，拓展国内市场。我省鼓励大型商
圈和特色商业街与文化、旅游、休闲等
业态紧密结合，适当延长夜间营业时
间，开设深夜营业专区和夜市。

我省将举办系列美食购物活动促消费

“节庆＋美食购物”点燃节日经济

陵水旅游购物美食狂欢节
今日开幕

本报椰林9月29日电（记者梁君穷）2019陵
水（第三届）旅游购物美食狂欢节暨消费扶贫大集
市活动，将于9月30日下午5点半在陵水黎族自治
县文化广场拉开帷幕。为期5天的集中展销活动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据了解，开幕式上，陵水光坡镇澳洲淡水龙虾
养殖基地将与相关企业签订购销协议，助力该县
扶贫产业发展。现场还将有微信摇红包互动活
动，集中展销期间，还有“游购陵水”文艺表演及互
动活动让市民游客体验旅游购物的乐趣。

此次活动包括农特美食、进口商品、新能源汽
车展销等。扶贫产品展集中展销该县各乡镇扶贫
产品；美食展集中展销省内外各地风味美食；新能
源汽车展组织国际、国内知名汽车品牌（新能源车
为主）参展，供试乘、试驾和选购。整个10月，该
县各大零售企业、餐饮、景区和电商企业均会推出
系列促消费优惠活动。

据悉，本次活动由陵水商务局主办，以“爱心
消费·欢乐陵水”为主题，旨在推进消费供给创新，
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消费升级，为海南国际旅
游消费年的开局营造良好氛围，同时助力脱贫攻
坚工作。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谢琛）作为海南国际旅游
消费年的开场，今年的国庆黄金周分
外热闹。海南日报记者从日前举行的
国庆假日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暨旺季动
员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我省将加强
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健全立体化旅游
投诉受理体系，让游客在海南既玩得
开心，又玩得舒心和放心。

9月27日起至10月7日，省旅文
厅牵头省市场监管、公安、交通、民宗、
税务、自然资源与规划、应急管理等部
门，采取分片包干的形式，深入市县检

查指导、督查督办、明察暗访旅游文化
市场，为旺季旅游市场以及海南国际
旅游消费年的到来“保驾护航”。

国庆黄金周期间，我省将加强对
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的监管：加强游
客管理和旅游景区游客流量管控，及
时公开最大承载量，动态公布实时流

量，引导游客分批分时进入景区，确保
不出现游客滞留和拥堵现象；将采取
有力措施打击旅游景区景点外围强拉
强卖、“天价”停车等违规行为，维护旅
游景区景点周边的良好秩序；采取巡
查和驻点相结合的方式，在重点景区、
购物店等游客消费场所进行执法检

查；加大对组织“不合理低价游”、强迫
和变相强迫消费、违反旅游合同等违
法违规行为的监管和查处，重点打击
商业贿赂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出租
车、酒店、景区、海鲜排档的价格管理，
大力整治回扣拉客、出租车拒载、街头
发放虚假小传单等影响旅游消费环境

的行为。
同时，我省还将健全立体化旅游

投诉受理体系，按照“旅游投诉无小
事、旅游投诉不过夜”的要求，对游客
投诉的问题及时进行核查处理并反
馈，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重从
严查处。

我省加强旅游公共服务保障，确保国庆旅游市场安全有序

严打旅游点强买强卖和“天价”停车 三亚推出50条精品旅游线路，创新
升级旅游产品

培育旅游新热点
激发消费新活力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将于10月1日启动。
三亚不断推动旅游产业升级，激发旅游市场消费
活力。9月28日，首届“大三亚”旅游产品创新设
计大赛颁奖大会举行。会上揭晓了50条精品旅
游线路产品，并授予“深玩大三亚·精品旅游线路”
品牌称号。

接下来，三亚将力推评选出的50条精品旅游
线路，拓展“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市县旅游新市场，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产品，打造高品质的“大三亚”
旅游品牌，释放“大三亚”旅游圈消费潜力。

创新发展，优化旅游产品结构
“随着新一轮的消费升级悄然兴起，有特色、

高质量、差异化的旅游产品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
热捧。”三亚旅游行业协会联合会总干事王健生分
析，长期以来，受制于海南旅游产品单一、低端、老
化等“顽症”，加上境外、周边旅游目的地的激烈竞
争，“大三亚”市县旅游转型升级面临着不少挑战。

在此背景下，三亚积极探索创新，于今年7月
启动了首届“大三亚”旅游产品创新设计大赛，并
将评选出的50条精品旅游线路在国内外客源市
场进行营销推广，培育旅游新业态、新热点，大力
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亚旅游要向国际化、高品质发展，大力开
发旅游新产品，提升旅游产品供给质量，推动旅游
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并形成多方面促进旅游跨越
发展的合力，进一步提升三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
响力。”三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铁军说。

瞄准市场，丰富新业态旅游产品
首届“大三亚”旅游产品创新设计大赛启动

后，省内外业界广泛参与。王健生介绍，大赛组委
会共收到涵盖婚庆旅游、美食旅游等20类新业态
主题的近200个线路产品，最终评选出了符合大
赛要求的50条精品线路产品，未来将通过多渠道
面向国内、国际市场宣传推广这些精品线路产品，
擦亮“大三亚”特色旅游品牌。

在全面提升旅游消费供给的同时，三亚还在
加强旅游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下功夫。三亚市旅游
行业协会联合会与省知识产权协会、东方国信律
师事务所三方已签署合作协议，将共同对企业创
新旅游线路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激发涉旅企业
丰富新业态旅游产品的积极性。

陈铁军表示，三亚将持续开展旅游产品创新
活动，推出一批符合市场需要、引领现代休闲度
假旅游消费潮流的新产品，为进一步释放旅游消
费潜力打下坚实基础，把“大三亚”地区打造成
为旅游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以及业态丰富、品牌
集聚、环境舒适、特色鲜明、生态良好的国际旅
游消费胜地。 （本报三亚9月29日电）

麦迪卡斯水乐园10月1日试营业
日接待能力可达3000人次

本报椰林9月29日电（记者梁
君穷）10月1日起，位于陵水黎族自
治县的海南富力海洋欢乐世界度假
区麦迪卡斯水乐园将试营业。此次
试营业共开放26个项目，包括懒人
河、造浪池、水疗区、模拟冲浪等，园
区开放时间为每日14时至20时。

麦迪卡斯水乐园是一座戏水主

题乐园，园区占地近12万平方米，配
置了16套大型进口戏水娱乐设备，
因陵水得天独厚的气候得以四季全
时运营。在规划上，园区整体以古
希腊爱琴海风情为主题，营造浪漫、
激情与欢乐的氛围。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国庆试
营业期间，麦迪卡斯水乐园日接待

能力可达3000人次。”水乐园运营
总监哈尼·萨拉马介绍，在国庆假期
结束之后，麦迪卡斯水乐园会持续
试营业，后期还将陆续融入海南本
地的海洋文化内容。

据悉，麦迪卡斯水乐园是富力
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规划的五大分
区之一。整个度假区占地面积约为

2000亩，设有五大分区，完全建成后
将拥有40多套国际顶级游乐设施设
备，可实现年游客接待量700万人
次，提供4000余个社会就业岗位。

陵水县副县长陈春梅认为，此
次麦迪卡斯水乐园在国庆试营业，
也将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的开局
营造良好氛围。

在麦迪卡斯，
感受激情与浪漫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陈思国

9月29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
驱车来到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黎
安潟湖畔的海南富力海洋欢乐世
界度假区，探营将于国庆黄金周开
始试营业的麦迪卡斯水乐园（以下
简称水乐园）。

进入水乐园，记者发现已有许
多人在欢乐戏水。据水乐园负责人
介绍，这是在试营业前定向邀约的
体验用户，以帮助园区更好地优化
服务，迎接国庆黄金周游客的到来。

4000多平方米的大型造浪池
可同时容纳2000余人体验高达1.5
米的巨浪。“我们希望游客置身其
中，可以宛如进入希腊神话古战
场，在激昂的重金属音乐中，点燃
激情，体验到热血沸腾的感觉。”
水乐园负责人说，200亩的麦迪卡
斯水乐园内，每个设备都有独属于
它的神话传说。

如“德墨尔城堡”项目，标志性
大翻桶、倾泻的巨大水浪，让体验
者身心沁凉，这也是园区中亲子家
庭最爱的明星项目。而帕尔修斯
滑道与海克力斯滑道项目，带给游
客的速滑体验，可算是名副其实的

“速度与激情”。另外，号称“水上
跳楼机”的宙斯雷电环项目与18
米高的奥林匹克赛道项目也让不
少体验者心惊肉跳又直呼过瘾。

夜晚，慢慢亮起的灯光将水
乐园打造成了另一番绚烂场景，
在随着水花激扬的声音韵律中，
与家人朋友相聚闲聊，也是不错
的选择。（本报椰林9月29日电）

关注“大三亚”旅游圈
产品与营销创新

9月29日，部分游客受邀在麦迪卡斯水乐园体验游乐项目。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思国 摄

记者探营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赵
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海南国际
旅游消费年，将在10月 1日晚盛大
开启。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为
期一年的活动中，全省各部门各市
县将举办千场各类促消费和扩消费
活动、开展系列优惠活动，以丰富的

旅游产品吸引国内外游客，拉动旅
游消费增长，加快推进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
黄金周也是我省旅游旺季的开始。
10月1日当晚，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活动将在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

公社盛大开启。启动仪式上，我省将
向国内外游客发布十大主题线路产品
和十大旅游套餐；海南非遗传承人代
表、景区代表、导游代表、餐饮业代表、
出租车行业代表等将代表海南国际旅
游消费年活动各行业从业者在现场誓
师。启动仪式现场还将举行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全民健身夜间徒步活
动，并将组织一系列丰富的旅游消费
活动，让我省群众和国内外游客在现
场共同度过一个喜庆、祥和、欢乐、热
闹的国庆之夜。

据悉，我省将通过为期一年的国
际旅游消费年活动，提升旅游消费便

利化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并结合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建
设，加快打造一批主题公园、环岛旅游
公路等旅游吸引物，培育旅游消费新
热点、新业态，将海南打造成为业态丰
富、品牌集聚、环境舒适、特色鲜明的
国际旅游消费胜地。

加快推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明天正式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