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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电子税务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小结：

（1）传统做法：纳税人需自行填报申报表的数据。

（2）电子税务局操作：电子税务局自动提取税控盘开票数据和电子

底帐系统数据，实现智能化数据填写，自动生成申报表数据，无需纳税

人填写，系统自动审核，只需纳税人核对确认即可。

自行填报和核对确认，您更愿意选择哪种申报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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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申报及缴纳】→【常规申报】→【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申报】

三、操作说明

详细操作请扫描下方

二维码。纳税人申报前需

要提前6小时完成税控设

备抄报及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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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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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本报洋浦10月7日电（见习记者
李豪杰 特约记者郝少波 通讯员官书
林）150多台挖掘机有力地挥动“手
臂”，600台运输车满载土石方来回奔
跑，近千名工人节日期间坚守岗位奋
战一线……这是记者10月7日在洋
浦经济开发区的海南炼化年产百万
吨乙烯项目工地上看到的情景，在这
5400亩的平地上，刚刚翻出的新土向
人们昭示着这片土地的无限生机。

“国庆节假期对于我们来讲，是施
工‘黄金周’。”海南炼化年产百万吨乙
烯项目部施工管理部副经理朱鑫森告
诉记者，今年7月开工以来，主要进行
场地平整施工，共需回填土石方1060
万立方米，到9月下旬只完成计划的
37%，经过国庆节假期的奋战，已完成
计划近50%。

土石方运输车司机李贤平在工地

上度过了国庆节假期。他告诉记者，
他每天7时就会来到工地，和同事们
两班倒，他们每天运输的土石方达到
13万多立方米。

和李贤平一样坚守在工地上的，还
有项目管理人员。“为了确保工程质量
和施工安全，每天项目部在工地上的管
理人员不少于18人，监理人员不少于
10人。”已经值班4天的朱鑫森说。

工地紧挨着宽阔的北部湾海
面，海面上波光粼粼。朱鑫森指着
不远处翻腾着浪花的地方说，“海南
炼化年产百万吨乙烯项目配套码头
就建在那里，共有 4个泊位。今年
11 月中旬就要开工建设，争取到
2021年3月能投入使用。海南炼化
年产百万吨乙烯项目的乙烯大型设
备，可以从码头整体转运到这里，这
样不仅能够加快工程进度，还可以

节省安装成本。”
在一块足足有500个足球场大的

工地上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施工，却不
见尘土飞扬。海南炼化年产百万吨乙
烯项目部控制部副经理贾朝晖向记者
说明原因，“通过不间断地洒水作业，
达到降尘效果。这不仅是保护环境的
要求，更重要的是夜间不会因扬尘阻
挡驾驶员视线，消除安全隐患。”他介
绍，为了提高施工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在加快工程施工速度的同时，还制定
《项目管理手册》《项目统筹计划》《质
量管理手册》《安全管理手册》等多项
规定，对项目质量标准、安全管理等进
行了详细规定。

工地入口处是一组由18个集装
箱搭建的临时办公区，贾朝晖望着
这片土地兴奋地说，到 2022 年，海
南炼化年产百万吨乙烯项目的 10
套装置将矗立在这里，这将使海南
炼化的产业链更加完整，也将推进
洋浦向全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石化产
业基地迈进。

海南炼化年产百万吨乙烯项目的
建设，得到省委、省政府，以及洋浦开
发区的大力支持。为保证项目施工进
度，洋浦开发区举全区之力帮助，自今
年6月以来，每周召开一次乙烯项目
指挥部会议，开发区主要领导协调省
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等有关部门，加快

项目用海用地手续审批。目前施工作
业面用地已100%交付，并提供789
亩取土区，石化功能区道路、管廊等基
础设施建设也已全面启动。

“在建设项目推进过程中，政府要
跑在项目前面。”洋浦开发区乙烯项目
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张庆毅说。

洋浦海南炼化年产百万吨乙烯项目工人节日期间坚守岗位

5400亩“大舞台”上演施工大战
2019年“行走中国·境外
华文媒体海南行”活动启动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邓海宁）10月7
日晚，由中国新闻社、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
海南省委统战部（海南省侨务办公室）共同举办的
2019年“行走中国·境外华文媒体海南行”活动在
海口启动。活动邀请亚洲、欧洲、美洲等30多家
境外华文媒体有关负责人来琼采访考察，宣传报
道海南取得的发展成就。

据了解，此次活动采访内容以海南发生的重
大变化、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为重点，走进海口、文昌、琼海、万宁、三亚等市县，
参观访问海口市民游客中心、海口凤翔湿地公园、
江东新区规划馆、文昌宋氏祖居、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万宁石梅湾九里书屋、海棠湾亚特
兰蒂斯等地，活动时间从10月7日至11日。

万宁2000多名脱贫攻坚
帮扶责任人接受培训

本报万城10月7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10月7日，万宁市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
在市多功能活动中心举办万宁市2019年一对一
帮扶责任人轮训班，培训班将分为3期，对全市
2000多名脱贫攻坚帮扶责任人进行培训。

据介绍，在为期3天的培训中，万宁市全体帮
扶责任人将分批接受市县迎接年终评估抽查考核
及年度动态调整工作以及饮水安全、教育保障、危
房改造、医疗保障、产业扶贫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
及工作措施培训，各期培训结束时，实行当场扫二
维码网上测试。

万宁将借举办这次大规模脱贫攻坚业务培
训，聚焦该市脱贫攻坚工作尤其是省、市大比武中
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让全体帮扶责任人进一步
把握领会脱贫攻坚工作的政策标准、程序要求，找
准找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方法路径，切实解决
帮扶责任人在扶贫工作中落实不到位，效果不够
好等瓶颈问题。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东方对90名基层扶贫
干部进行轮训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周天骄）日前，
东方举办2019年脱贫攻坚大比武素质能力提升
专题培训班，对东方市2019年脱贫攻坚大比武排
名靠后的乡镇党委书记、中队长、村党支部书记、
帮扶责任人等90名基层党员干部进行轮训。

此次培训班课程丰富，针对性强，重点围绕扶
贫工作重要论述、当前东方脱贫攻坚的形势与任
务、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加强执纪监督问责、脱贫
攻坚业务知识等内容展开讲解，使参训学员加深
对培训内容的理解。

据悉，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加强基层扶贫干
部队伍建设，力争在12月初全省脱贫攻坚第二次
大比武及2020年1月的国家脱贫攻坚考核评估
中取得优异成绩。

本报文城10月7日电（记者苏
庆明 特约记者黄良策）宴请老人、表
彰孝德、文艺表演……10月7日是农
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当天上午，文昌
市在文城镇南阳革命老区举行该市
第八届“庆重阳千叟宴”暨“孝善楷
模”表彰大会，老人们与各界乡贤共
逾2000人欢聚一堂，共度重阳佳节。

千叟宴采取了文昌百姓倍感亲
切的传统露天宴席形式，奉上头盘
菜、文昌鸡等地方特色菜肴，老人们
举杯品菜，欣赏表演，共叙友情乡
情，其乐融融。宴会共邀请了1790
名65岁以上老人参加。为弘扬孝德
善行，大会还对2位百岁老人、97位
90岁以上老人、66对60年以上婚龄
夫妇，及全市“孝善楷模”获得者进
行表彰。

“母惜子牛毛般多，子惜母牛毛
般长。”“咱是文昌人，要讲文昌
话。”……大会全程用文昌话主持，
并用文昌俗语开展了劝孝劝善教
育，生动活泼。返乡参与活动的文
昌籍文艺界人士带来了琼剧、歌舞
等演出，南阳本地老人也登台表演
节目，令现场气氛十分活跃。由于

“文昌味”浓，千叟宴除了是弘扬孝

善美德的活动外，也是汇聚文昌各
界乡贤、传承本土文化的盛会。

大会主办单位文昌孔子学会会

长林尤潮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弘
扬传统美德，文昌千叟宴每年举办
一次，经费由社会企业和爱心人士

慷慨捐助。回乡参与此次大会的文
昌各界乡贤规模是历年之最，显示
千叟宴的乡情感召力越来越强。

澄迈举办百岁老人摄影展
影像长廊展示
百岁老人风采

本报金江10月7日电 （见习
记者余小艳 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黄
菲）10月7日上午，“桑榆未晚 情
浓澄迈”2019年重阳节暨澄迈县首
届百岁老人风采摄影展在该县瑞溪
镇天瑞老人活动中心开展。本次活
动共展出88幅百岁老人的照片。

在瑞溪镇天瑞老人活动中心，
一排排照片有序罗列，形成影像长
廊。这些照片以金江镇六山村、黄
竹村、下云村，瑞溪镇上琼村、三多
村，桥头镇木春村、头才村、林诗村
8位110岁以上老人为主。

据了解，海南华人同创文化创
意有限公司的摄影师历时70天，走
遍澄迈县11个乡镇、133个村庄，
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挖
掘澄迈百岁老人风采，将一个个精
彩的瞬间定格。

本次摄影展由澄迈县政府主
办，澄迈县长寿研究会、海南华人同
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承办。

享特属晚餐 看特别节目
定安一社区
为老人设宴

本报定城10月7日电 （见习
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司玉）10月7
日18时左右，定安县定城镇南珠社
区格外热闹，300多位60岁以上的
老人从家中出来，坐在精心准备好
的30桌酒席前享用特属晚餐，晚饭
后，他们观看了特别的文艺晚会，欢
度重阳节。

为办好重阳节活动，定城镇南
珠社区成立由5人组成的专门筹备
委员会。“一个月前就开始筹备了，
组织居民自发捐款，为老人设宴，同
时，向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特
别申请一场文艺表演，丰富老人文
化生活。”筹备委员会成员陈济龙告
诉记者，今年是该活动举办的第4
年，主要为进一步营造敬老、爱老的
氛围。

据了解，社区300多名青年居
民自发捐款，部分用于今年的晚宴，
剩下的用于明年的活动。

当晚8时许，300多位老人一起
观看了文化进社区广场舞展演晚会。

海口13家乡镇长者饭堂开业
计划到年底22个乡镇各建一家

文昌举办庆重阳千叟宴

喜宴敬老传孝德 乡音乡情乐融融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许晶亮 王聘钊）“饭菜
不错，以后我们天天来吃。”10月7日
中午，在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土桥社
区长者饭堂内，30多名老年人聚在一
起共进午餐。当天是我国传统佳节重
阳节，海口市13家乡镇长者饭堂在同
一天开业，有效地解决了海口乡镇独
居等老年群体“做饭难、吃饭难”难题。

“儿子在外地打工，老伴多年前
去世，一个人的饭做起来很不方便，
现在我这个难题解决了。”在土桥社
区长者饭堂内，今年70岁的吴清坤
高兴地说。当天，除琼山区3家外，
龙华区3家、秀英区2家、美兰区3
家、桂林洋开发区2家共计13家乡

镇长者饭堂在同一天开业。目前，海
口已在城市社区建成25家长者饭
堂。今年年底，乡镇长者饭堂将在海
口22个乡镇各建一家。

据介绍，乡镇长者饭堂为老年人
提供午餐标准为“两荤一素一饭一
汤”套餐，价格15元/份，企业让利3
元，实际价格12元/份。补贴对象为
居住在乡镇区域具有海口户籍的60
岁以上老年人，其中60岁以上海口
户籍老年人实际支付5元（政府补贴
7元，企业让利3元）；60岁以上城市
低保家庭老人、失独家庭老人、优抚
对象和城市孤寡困难老人实际支付
2 元（政府补贴 10 元，企业让利 3
元）；60岁以上特困老人免费享用。

老人们与各界乡贤共逾2000人欢聚一堂，共度重阳佳节。本报记者 苏庆明 摄

10月7日，在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长者饭堂内，老人们一边品尝美味饭
菜，一边分享生活趣事。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海南炼化年产百万吨乙烯项目施工现场一派忙碌。通讯员 官书林 摄

本报保城10月7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郭振莹）国庆黄金周期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呀
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旅游持续火爆，其中金钥匙

“先游后付”服务模式受游客青睐。
“这种先游后付的模式我们是第一次体验，感

觉挺好的，无论是路线规划还是导游讲解，我们都
很满意。”来自贵州的徐先生在体验完金钥匙“先
游后付”服务模式后说。

据了解，国庆黄金周期间，呀诺达雨林文化旅
游区佩戴金钥匙徽章的80名金钥匙导游员接待
了数千名游客。呀诺达雨林金钥匙服务除可让游
客享受到“先出游、游览后满意再付费”的旅游新
体验外，所提供的专职导游、专用车场、专用服务
区、专用餐位、专用通道等尊享服务，满足了众多
游客高峰游览的需求。

景区负责人表示，呀诺达雨林推行金钥匙服
务已两年有余，今年3月1日，呀诺达雨林金钥匙
推出了“先游后付”服务，至今为止，游客接待量已
突破1.5万人次。未来，呀诺达雨林金钥匙服务
将继续秉承金钥匙“先利人后利己，用心极致满意
加惊喜”的理念，持续创新发展呀诺达雨林服务。

呀诺达景区“先游后付”
服务模式受游客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