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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电子税务局办理增值税优惠备案小结：

（1）传统做法：纳税人需到办税服务厅才可以办理增值税优惠备案。

（2）电子税务局操作：纳税人登录电子税务局，即可完成增值税优惠备

案，省时省力又省汽油。

一次不跑的“不见面办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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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减免备案】→【增值税优惠备案】

三、操作说明
符合增值税优惠条件的纳税人，如需享受相应税收减

免，应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办理税收

减免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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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缴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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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优惠备案

一次都不跑 电子税务局 办税新时尚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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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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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南航国庆期间运送
进出岛旅客超16.6万人次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陈佳薇 杨理政）国庆黄金周期间，南方航空海南
分公司在海南累计执行进出港航班1032个，运
送进出港旅客16.6万余人次。其中，海口进出港
8.1万余人次，三亚进出港8.5万余人次。

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市场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南航海南分公司国庆黄金周期间在海南进出
港市场共计投放座位达19.5万个，同比去年增
加5.5%。为服务保障旅客出行便利，南航还在
海口飞往北京、深圳以及三亚飞往北京、深圳、
广州等热门航线投放宽体机。

此外，国庆黄金周期间，往返海南旅客流量
大且多为家庭或团队游，南航海南分公司为此搭
建了空地服务联动体系，重点关注儿童、老人等
特殊人群。

东方两个黎村举办“牛节”
本报八所10月8日电（记者刘梦

晓）宰牲畜、品米酒、载歌载舞……10月
7日，东方市东河镇玉龙村和大田镇玉道
村人声鼎沸。当天，这两个黎族村庄迎
来了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牛节”。

每年一度的“牛节”，两个黎族村
庄都十分重视。凌晨4时左右，东方
市大田镇玉道村村民符良静便起了
床，与家人一道生柴火，将宰杀好的乳
猪在火上烘烤。

“以前牛是我们耕地的唯一帮手，
它给了我们生存立命之本和财富。出
于对牛的崇拜和感恩，祖辈们举行‘牛
节’，感恩牛的辛苦劳作，让大家过上
了好日子，也期盼来年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以符良静为代表的年轻一辈
说，“牛节”是两个村代代相传的民俗
节日，吃水不忘挖井人，不能忘却牛在
祖辈那一代的意义，应该让更多的人
知道黎族“牛节”和耕牛精神，让大家
更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在玉道村广场舞台的圆坛上，三
头牛雕像耸立，舞台下方刻有“发扬黎
族牛节文化，传承厚道奉献”字样，引
得游客纷纷到此拍照留念。“今年的

‘牛节’刚好赶上国庆长假，来村里的
游客也比往年多。”玉道村村干部符兴
保说，每家每户都有好几桌客人，“游
客也可以到村民家随便吃喝，为的就
是图个节日的喜庆气氛”。

■ 见习记者 余小艳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冲洗便池、点熏蚊香，检查设备
……9月 25日清晨，澄迈县老城镇
罗驿村还沉浸在宁静中，公厕保洁
员李贞文已经开始一天的保洁工
作。一轮操作完成，罗驿村村头的
这座公厕，焕然一新，迎接新一天的
游客。

自2014年起，罗驿村对村内公
共厕所进行改造，新建两座无害化旅
游公厕，并引进澄迈玉禾田环境服务
公司对其进行管理维护。村民李贞
文是村头这间公厕的保洁员。在村
内休闲广场附近的另一座旅游公厕，
则由另一位保洁员负责。

两座公厕红花绿树环绕，外墙上
张贴着保洁员、监督员姓名和监督电
话，并张贴有《公共厕所管理保洁制
度》《病媒生物防治知识》告示。公厕
内部宽敞明亮，配备男女卫生间、储
物间、管理间。空气清新剂、洗手液、
烘手器、厕纸、灭火器等，一应俱全。
公厕24小时开放。

据玉禾田公司公共卫生管理员
孟令清介绍，罗驿村旅游公厕按照国
家二类公厕标准进行维护保洁。保
洁员每日两次全面保洁，工作时间每
两小时进场检查，有问题随时反馈，
随时处理。公共卫生监督员采取“白
手套”标准进行检查，看是否清洗干
净，有无灰尘。在罗驿村旅游旺季，
玉禾田公司还会增加保洁员和保洁

力度，并且每个季度对保洁员和公卫
管理员进行作业流程、标准、方法培
训，保证公厕保洁质量。

“最近下雨多，蚊虫也多，厕所新
增了熏蚊香和电蚊器，24 小时驱
蚊。”李贞文说，自从罗驿村人居环境
改善之后，村民及游客更加注重维护
环境，讲厕所文明，他的保洁工作量
相应减少了，保洁细节增多了，服务
更贴心。

罗驿村村委会副主任李运达介
绍，罗驿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每天有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游玩，
周末能接待 200人次至 300人次。
因为公厕干净舒适，增强了游客对罗
驿村的好感。

（本报金江10月8日电）

澄迈罗驿村严格管护公厕

引进公司管理 每天两次保洁

■ 见习记者 余小艳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大小便直排，鱼塘当粪池；如厕
须过窄桥，半遮挡又露天……这是
日前海南日报记者在澄迈县金安镇
吾录社区探访公共厕所时见到的情
形。该村共3座公厕，环境均十分
简陋。

吾录社区分为上村和下村。走
进吾录上村，随处可见漂亮的洋房，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一处低矮破旧、
建在鱼塘上、四周半遮挡的建筑就是
该村的公厕。厕所砖墙发黑，无法辨
认出男女卫生间。记者尝试走近公
厕时，发现必须经过一条宽约50厘
米的窄桥。厕内，3个厕位遍布废
纸，让人无处踏脚。从便池口可见鱼
塘水面，无蓄便池，大小便直接排入
水中。再看厕下鱼塘，水体已经发臭
发绿，水面漂浮着排泄物和厕纸等垃

圾。
在吾录下村一座小学旁，记者

见到另一座公厕，也建在鱼塘上，厕
内情形与上述类似。记者在此处观
察约半小时，有 4 个村民前去如
厕。一位如厕后的村民告诉记者，
这座厕所建造有20多年了。如厕
过窄桥时须小心谨慎，稍不留神就
会掉入水中。而且遮挡墙只有半人
高，如厕时，路过的人都能看见，十
分尴尬。

探访当天，太阳正烈，记者远远
便可闻到池水散发的恶臭。家住在
这座公厕旁的村民黄大爷告诉记
者，吾录社区共3座公厕，均建在池
塘上，有村民承包池塘养鱼。每当
池塘抽干水捕鱼时，便是周边住户
最难受的时候，恶臭持续一个多
月。村民们已经向村干部反映多
次，无果。

针对发现的问题，记者采访了金

安镇吾录社区党支部书记吴生权。
他说，社区一共有178户农户，还剩
35户未建厕所。社区计划对所有农

户的厕所进行无害化改造后，再对公
厕进行无害化改造。

（本报金江10月8日电）

搭建在鱼塘上的澄迈吾录社区公厕简陋脏臭

排泄物和厕纸漂浮水面海口瑶城村公厕
改造完工并投用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王聘钊）9月22日，本
报就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瑶城村公
厕不开放、成摆设的情况进行了报
道。演丰镇对此高度重视，相关职
能部门第一时间对演东村委会进行
约谈并协助整改。海南日报记者10
月8日从演丰镇政府获悉，目前该公
厕改造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

据了解，瑶城村公厕是瑶城村
新村改造时配备的公用设施。建成
投入使用过程中，出现下水管道堵
塞等问题。因演东村缺少专项资金
进行维修和专人管理，为避免引发
系列卫生问题，遂将其关闭，停止对
外开放。

报道刊发后，演丰镇委、镇政府
立即协助演东村委会进行整改，安
排施工队利用国庆假期加班加点，
对公厕进行下水管道重埋和化粪池
改造。10月7日，改造工程已全部
竣工，8日早上正常投入使用。

海南自贸大讲坛讲座预告
2019年第32讲
（总第403讲）

时间：10月13日（星期日）上午9：30-12：00；
主讲人：单霁翔（故宫学院院长，中国文物

学会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
讲座主题：匠者仁心——让文化遗产资源

活起来。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楼

报告厅；
电话：0898-65202275；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 无需取票
欢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人员听讲！

澄迈县罗驿村公厕，干净整洁。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新闻追踪

吾录社区的公厕非常简陋。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今年国庆黄金周，三亚旅游亮点
纷呈，交出一份精彩“答卷”：接待游
客72.4万人次，同比增长1.55%；旅
游总收入 56.21 亿元，同比增长
17.64%。抽样调查显示，三亚过夜游
客平均消费为2007元/人·天，同比
增长14.9%，人均停留4.6天。

这组亮眼的消费数据，正是三
亚旅游消费提质升级的有力诠释。
让三亚旅游聚集“人气”赚足“财
气”的背后，是从旅游产品、营销渠
道到服务保障、行业管理等方面的
持续创新，从而增强三亚旅游目的
地的核心竞争力。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早在今
年国庆黄金周到来之前，三亚有
关部门、涉旅企业等做足“功课”，
全力“备战”，积极培育旅游新业
态、新热点，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今年7月，三亚启动了首届“大

三亚”旅游产品创新设计大赛，在国
庆黄金周来临前夕评选出50条精品
旅游线路并投放市场。开展这一项
大赛的意义何在？

三亚旅游行业协会联合会总干
事王健生分析，随着我国居民收入
水平不断提升，旅游消费水平正朝
着品质化、多样化发展。与之相矛
盾的是，海南旅游产品呈现出的单
一、低端、老化等问题，缺少适应市场
需求的多元化、品质化的系列产品，

“大三亚”市县旅游转型升级发展面
临挑战。

鸿洲游艇会推出 5 大海洋旅
游主题产品“好戏连台”，创新游
艇旅游新业态的“玩法”；美亚航
空推出寻梦西沙·水上飞机+邮轮
深度西沙玩海之旅主题产品，让
人眼前一亮；影楼大管家推出幸
福三亚·微婚礼婚庆等主题产品，
满足了人们对于海岛婚礼的向往
……首届“大三亚”旅游产品创新
设计大赛推选的 50条精品旅游路

线备受游客青睐。
香蕉船、摩托艇、潜水……这个

假期，来自西安的游客石燕与家人在
三亚体验了不少海上项目，感受飞驰
在海上的“速度与激情”。“从看海到

‘玩海’，我们在三亚玩得十分尽兴。”
石燕说。

随着三亚相继推出海上旅游新
项目和新业态，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
前来体验出海产品。

三亚市旅文局发布的一份旅
游数据也体现出该市海上旅游的
增长态势：这个假期，游客在三亚
主要的休闲项目，主要集中在景区
观光、品尝美食、海上娱乐、游船游
艇体验等。

今年三亚多家酒店还纷纷推出
住、吃、玩、娱、购为一体的新型综合
旅游业态，“酒窝”一族不出酒店，就
可以享受游玩三亚的各种乐趣；各
大景区也纷纷“出招”，例如海昌梦
幻不夜城推出畅玩票，红色娘子军
演艺公园推出“凤凰于飞 红动三
亚”大型快闪、红色歌舞汇演，蜈支
洲岛景区推出“华丽水上庆生”等系
列活动。

在丰富体验的同时，三亚各方
面的服务也在快速跟上。三亚针对
旅游旺季市民游客出行需求，开通
海棠湾免费穿梭巴士；国庆前夕，三
亚市率先成立游艇帆船旅游品质保
障委员会，致力于安全生产、产品创
新、品质保障制度创新，并制定出台
了《三亚游艇帆船旅游产品体系及
相应的团队价、散客价》《三亚游艇
帆船协会关于加强国庆期间安全生
产和游艇帆船旅游品质保障的通
知》等相关规章制度，规范游艇帆船
旅游市场秩序。

三亚着力打造舒心、安心的旅
游环境，赢得了游客的认可。三亚
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旅游满
意度评价方面，在对三亚总体印象
调查中，游客非常满意与满意占
89.11%。

此外，一系列的创新措施，还让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辐射带动作用
明显，关注度持续提升。据抽样调
查显示，除了在三亚游玩，有53.53%
的游客还计划到“大三亚”旅游经济
圈其他地区。

（本报三亚10月8日电）

今年国庆黄金周，三亚旅游揽金超56亿元，接待游客72.4万人次

创新，让三亚旅游人财两旺
关注大三亚旅游产品与营销创新

乐东推进电子商务
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

本报讯（记者易宗平）如何助力电子商务与
快递物流协同发展？近段时间，乐东黎族自治县
采取多项措施，推动电子商务与物流快递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建立智能化、信息化、标准化、集
约化的电商物流产业体系。

据了解，乐东从10个方面着力推进电子商
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对快递企业试行同一工
商登记机关管辖范围内“一照多址”模式，推行
快递业务许可备案事项全流程互联网“不见面审
批”；引导电子商务平台逐步实现商品定价与快
递服务定价相分离，促进快递企业发展面向消费
者的增值服务；将智能快件箱、快递末端综合服
务场所纳入公共服务设施相关规划，在符合县总
体规划要求下，保障电子商务快递物流设施建设
用地；构建包括快递物流分拣中心、公共配送中
心和末端配送网点的三级配送网络体系；逐步对
快递服务车辆实施车身编号和外观标识管理；将
推广智能快件箱纳入便民服务工程，为农产品、
海产品等流通提供冷链快递服务；鼓励仓储、快
递物流、第三方技术服务企业发展智能仓储，形
成仓配一体化服务；推广应用绿色包装技术和材
料，探索推进包装回收和循环利用；推进新能源
货运配送车辆在快递物流领域的应用，倡导绿色
低碳物流。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
人才计划”报考工作启动
海南共获招生计划40个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
者韩小雨）海南日报记者10月8日从省教育厅获
悉，2020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报考
工作已经启动，海南共获招生计划40个。

根据要求，具有海南户籍的少数民族考生，以
及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自治地方工作满3年以上，
且报名时仍在我省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汉族考生
方可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符合
报考要求的我省民族自治地方为乐东黎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

报考硕士研究生材料审查时间为10月8日
至10月25日（工作日），拟同意报考的考生名单
公示无异议后，发放审查通过的考生登记表。报
考博士研究生材料收取工作时间可延长至考试前
一个月。审查所需材料及材料递交地点可登录省
教育厅网站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