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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司财务人员、办税人员换啦，要及时报告身份信息，要及时实名办税

认证

电子税务局办理财务负责人、办税人员信息变更小结：

（1）传统做法：纳税人需到办税服务厅才可以办理信息变更。

（2）电子税务局：网上自助办,省时省力省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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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信息报告】→【一照一码信息变更】

三、操作说明

详细操作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另外，财务负责人、办税

人员信息变更后，请变更人员在【我要办

税】—【综合信息报告】—【身份信息报

告】—【实名采集】通过支付宝办理实名

办税认证，或前来办税大厅办理实名认

证，否则会影响相关涉税事项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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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负责人、办税人员信息变更
一次都不跑 电子税务局 办税新时尚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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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角
A：What special local products does

Hainan have？
海南特产是什么？
B： Coconut products， like coconut

powder and coconut candy。
椰子产品，例如椰子粉和椰子糖。
Coconut oil 椰子油
Xinglong Coffee 兴隆咖啡
Wuzhishan black tea 五指山红茶
Baisha green tea 白沙绿茶
Postcard 明信片
Magnet 冰箱贴
Pin 徽章
Bookmark 书签

自贸英语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
尤梦瑜朗读的英语音频。

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
边界和海洋生物资源保护线、围填海控制线划定
工作，严格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

Complete the work on drawing red-
lines for protecting the ecosystems，des-
ignating permanent basic cropland，delin-
eating boundaries for urban develop-
ment， mapping the conservation lines
for marine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de-
limiting the control lines of sea reclama-
tion to strictly control the use of ecolog-
ical space。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 见习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包若言

“好吃，定安牛肉味道真好。”10
月7日中午，在定安县定城镇仙沟佰
年佰味牛肉店，来自广东的游客刘萍
带着家人来这里品尝香煎牛肉，边吃
边称赞仙沟牛肉味道鲜美。

在该牛肉店门前，记者看到，停车
场停满了来自各地的车辆，无论是包
厢还是外场都座无虚席。餐桌上放着
一口口子母锅，子锅中煮的是牛骨高

汤，涮着鲜嫩清香的现杀仙沟牛肉片，
母锅上则铺上了烧烤纸，涂上一层花
生油，将腌制过的牛肉放在锅上煎烤，
短短几秒，新鲜的牛肉便散发出令人
垂涎的香味。

“这是我第一次吃仙沟牛肉和鸭
饭，感觉非常美味。我们是通过海南
日报等媒体宣传知道美食促销活动
的，并购买了代金券，特别实惠，是一
次不错的美食体验。”来自重庆的欧阳
女士说，国庆假期来海南旅游，通过媒
体宣传知道了定安牛肉等美食，在返

回重庆之前特地过来品尝仙沟牛肉和
鸭饭。国庆黄金周期间，许多食客来
到定安，品尝仙沟牛肉和鸭饭。

“通过媒体宣传后，前来用餐的食
客明显增多，今年生意比往年好许
多。”在明阳鸭饭店，店老板莫先生如
是说。随后，记者走访了仙屯路口鸭
饭店、仙屯兄弟鸭饭店、仙屯老字号
鸭饭店等20多家美食店，店主纷纷
表示，国庆黄金周期间，很多食客来
店中使用代金券，消费美食，生意也
比往年好了不少，遇到用餐高峰期还
需要排队。

据了解，由定安县委、县政府主
办，海南日报会展公司承办的2019

年海南（定安）仙沟牛肉·鸭饭美食
节于9月30日在定安县定城镇仙沟
墟开幕，以仙沟牛肉、仙屯鸭饭为媒
介，进行定安美食大联动，借助节会
平台让游客通过美食来到定安、品
味定安，打造“生态定安、美食天堂”
的特色品牌，让“享美食，到定安”的
理念深入人心。美食节期间，定安
县结合国庆假期，推出定安特色美
食与美景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的活动，吸引数万人参加，拉动定
安旅游消费。

美食节期间，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整合资源，上线定安美食代金券线上
促销平台。食客在微信公众号“海童

计划”中可免费领取用餐优惠券，在
10月 31日前均可使用优惠券。目
前，有20余家美食餐饮店参加线上优
惠活动。截至目前，定安已发出3000
多张优惠券。

定安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举
办本次美食节，是促进定安旅游发展
的一大举措，能够激发全县广大餐饮
业经营者树立创新意识和品牌意识。
同时，立足于县域旅游和各种资源的
深度融合，发挥特色美食对定安旅游
产业的支撑作用，推动定安旅游产业
向前发展，拉动定安旅游消费，扩大定
安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

（本报定城10月9日电）

2019年海南（定安）仙沟牛肉·鸭饭美食节带动旅游消费

让游客从寻味定安到品味定安

东方启动鱼鳞洲
AAA级旅游景区创建

本报八所10月9日电（记者刘梦晓）海南日
报记者10月9日从东方市旅文局获悉，日前，东方
召开鱼鳞洲景区创AAA工作启动暨动员大会，
将大力推动鱼鳞洲AA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
进一步提升景区的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打造特
色旅游文化。

鱼鳞洲风景区位于八所镇西南的海滩上，景色
秀丽，港湾内水浅沙白，是理想的天然滨海游泳场。
为了适应发展旅游业的需要，近年来，东方不断加大
景区的开发力度，增加旅游项目和设施建设，完善服
务功能，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休闲娱乐需求。

随着鱼鳞洲创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工作的
启动，东方将进一步完善景区交通服务设施，规划
在公路沿线设立旅游专用交通标识，体现东方特色
文化，并从加强景区内栈道和游览步行道的维护、
完善游览服务设施和游客中心建设、加强环境卫生
管理、健全景区通信服务网络、加强旅游购物场所
和经营从业人员管理、健全旅游投诉机制等方面，
提升景区服务质量和水平，推动景区标准化建设。

琼海上榜2019年度
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

本报嘉积10月 9日电 （记者袁宇）10月 9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委宣传部获悉，《人民
日报》日前发布“2019年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
展指数研究成果”，琼海市入选“2019年度全国综
合实力百强县市”“2019年度全国绿色发展百强
县市”及“2019年度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市”3个
榜单。琼海市是海南省唯一上榜的县市。

在“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中琼
海市名列第97位，与去年持平。在“2019年度全
国绿色发展百强县市”中琼海市名列第62位，比
去年排名上升4位。在“2019年度全国科技创新
百强县市”中琼海市名列第96位，与去年持平。

据了解，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指数研究系统工程
由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院、国信中小城市指数研
究院等机构构建，旨在客观评价中小城市发展水平
和发展质量，总结一般性发展规律，探索中小城市
发展路径，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小城市发展理论体
系。依据新发展理念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
小城市发展指数研究体系从综合实力、绿色发展、
投资潜力、科技创新和新型城镇化质量五个角度，
系统、全面显示我国中小城市发展状况。

海南革命老区村庄行

■ 本报记者 刘操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我们那一代
人的梦想！”近日，在三亚市吉阳区罗蓬
村，86岁的村民兰家良坐在家门前的槟
榔树下，回忆起革命往事。在他的记忆
中，罗蓬村的村民曾倾其所有，为解放
军送米、送饭、送物资。

罗蓬村是革命老区村，在革命战
争时期，村民英勇抗战，坚贞不屈，为
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
以来，村民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
托良好的地理优势发展种植养殖业，
使曾经贫穷、落后的村庄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不仅村容村貌变整洁，村
民腰包也鼓起来了。

青年踊跃参军为革命
作贡献

“罗蓬村从1943年起，一直坚持
革命斗争，为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
献和牺牲。”省老促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罗蓬村是黎族同胞的聚居地，是省
政府1989年确定的重点老区村，村委
会辖区内有11个自然村是革命老区
村庄。

“我们村革命基础好，群众的革命
理想信念坚定，同时具备坚强的革命
品格。”罗蓬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吉明豪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抗日战
争开始后，共产党人利用村庄偏远的
特点，藏匿在村民的家中，与日寇展开
斗争。

据记载，1943年，根据中共琼崖
特委制定的“坚持内线，挺出外线”方
针，挺出外线的琼崖独立总队第三支
队第三大队进入崖县开展工作，得到
了罗蓬村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罗蓬
村的群众为我军送情报、送粮食，青年
踊跃参军，为我军袭击敌据点和伏击
敌军作出很大的贡献。

兰家良1949年参加解放军，他至
今仍记得战争岁月的场景。“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军队为了百姓，得到了人民
群众的拥护。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

为部队提供保障，很多人被敌人抓捕
入狱，经受严刑拷打，从未屈服……”

村口不远的一处墓地内，竖着王
亚才烈士的墓碑。“王亚才是罗蓬村群
众参军支持革命的杰出典范。解放战
争期间，他在昌江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我们当地人对他格外敬重。”吉明豪
说，每年清明节，都有不少村民自发前
来祭扫墓碑，缅怀革命先烈。

党员扛起责任带领村民
脱贫致富

如今，硝烟远去，在当地党员干部
的带动下，罗蓬村村民通过种植槟榔、
芒果、冬季瓜菜和淡水养殖，收入逐年
增加。“我们会牢记革命先烈为我们今
天的幸福所作出的牺牲，把革命精神
传承下去。”吉明豪说。

罗蓬村很多党员家大门的墙壁上，
都挂着一块“共产党员家庭”牌子，标明
了党员所联系帮扶的3户贫困村民的
名字。牌子的上端、下端，分别印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名党员是一面旗
帜，一个支部是一座堡垒”的字句。

“作为党员就要主动扛起扶贫责
任。”吉明豪介绍，在党员干部的带动

下，2018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人
均纯收入16928元，全部脱贫。

罗蓬村的三亚惠农东山羊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吉立斌，是一位
有18年党龄的致富带头人。今年46
岁的他，牵头组建的合作社吸纳了全
村贫困村民参与养羊。

吉立斌介绍，合作社以“合作社+
贫困户”模式，按每人6只黑山羊的标
准，以黑山羊入股，每年保底分红500
元/只，并逐年按5%递增，可连续享受
分红5年。此外，合作社还帮助贫困
户拓展销路。入股5年后，贫困户可
以自由选择是否继续合作，退出时合
作社将全额返还股本。

“想要致富，关键是自己要站起
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吉立斌
说，在给农户分红的同时，合作社通过
技术扶贫和技术推广，不仅帮助贫困
户掌握技术，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更
重要的是增强贫困户的自身造血能
力，带动更多村民发家致富。

村容村貌改观促乡村
旅游发展

乡间小路的转弯处，一扇又一扇

的门在村庄的起伏里时隐时现，爬上
田垄旁的一片坡地，一幢幢小楼坐落
在葱郁的槟榔林里。

曾经的罗蓬村是一个偏远山村，
坐拥青山绿水的绝佳风景，却处于贫
困、落后的困境中。如今，罗蓬村通过
美丽乡村环境整治、设施完善、产业发
展等系列改造措施，乡村旅游逐渐打
出了好口碑。

途经村民家门前的公路修建完成，
供村民娱乐活动的“三月三”文化广场
竣工，村中农贸市场的建成方便了村
民生活，村中漫水桥的建成解决村民雨
季出行难的问题……吉明豪介绍，近年
来，罗蓬村村容村貌变化很大。

不仅如此，罗蓬村互联网农业小镇
项目进展迅速，成立了罗蓬村扶贫农产
品电商销售服务站，提高了农户的农产
品销售能力。推进饮水工程建设，解决
548户村民安全饮水问题。为14户帮
扶对象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预计
为每户每月带来收益660元。

“希望我们村庄越变越美，吸引越
来越多的游客到这里来！”吉明豪说，
近年来，村党支部引导和鼓励返乡青
年创业，建成生态农家乐，促进乡村旅
游发展。 （本报三亚10月9日电）

曾经贫穷落后的三亚罗蓬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庄变美，村民腰包变鼓

历史激励后人前行 党员引领百姓致富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陈诗春

眼下正是绿橙陆续上市的时
节。10月8日，在东方市四更镇的
一个绿橙基地里，工人们正将采摘下
来的绿橙进行分拣、打包，以便供应
四更镇电商销售扶贫中心（以下简称
电商扶贫中心）销售。

符海是绿橙基地的负责人，他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基地绿橙种植
面积100亩，亩产约3000斤。为了
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在四更镇政
府的引导下，他加入了电商扶贫中
心，通过线上销售方式，将新鲜采摘
的绿橙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此
外，绿橙基地还对游客开放，游客可
体验采摘乐趣。

“通过电商平台销售优质农产
品，目前来看是一个成功的尝试。”四
更镇党委副书记金雄巨说，四更镇
有许多特色农产品，除了火龙果、绿
橙、百香果等优质水果外，还有著名
的四更烤乳猪、四更花生和四更小
蒜头等优质产品。过去，由于农产

品品质不一、销售模式单一、销路不
畅通等原因，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
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四更镇探
索“基地+电商”“电商扶贫+农产
品+农户”等模式，建立电商扶贫中
心，拓宽优质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帮
助贫困户增收致富。

自2018年11月电商扶贫中心
挂牌以来，目前该销售中心已有福
万家e购、惠线网、助村公社、四更
沙村剑飞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当
地农民成立的电商平台入驻。多家
电商平台形成合力，通过线上销售
解决了传统销售模式单一、销路不
畅等难题。

电商扶贫中心成立之后，激发了
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四更镇副
镇长吉昌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经常
有农户带着自家的农产品来到电商
销售中心，向电商平台人员了解有关
事宜。而电商扶贫中心会根据农产
品的质量进行选择，严把品质关，只
对外销售优质农产品。被选中的优
质农产品，可通过互联网销售，且在

价格上更有优势。“这也反过来推动
农户提高种植技术，通过提升产品品
质增收致富。”吉昌超说。

如今，四更镇越来越多的农产品
通过电商平台出现在用户的“购物

车”中。下一步，四更镇还将致力打
造“四更人家”区域农业品牌，帮助当
地优质农产品走上品牌化、专业化的
发展道路。

（本报八所10月9日电）

建立电商扶贫中心，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东方四更镇农产品瞄准用户“购物车”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临高建设
交通扶贫项目548个
近年已投入11.8亿元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王逵 黄文杰）为进一步优化城乡路
网结构，助力脱贫攻坚，临高县近年
投入11.8亿元建设交通扶贫六大工
程项目548个，目前已完工493个，
完成建设总里程1029公里。

美夏至临城县道改造工程项目
是临高交通扶贫六大工程项目之
一，全长9.2公里，项目总投资5925
万元。该项目自今年4月底正式动
工以来推进迅速，预计今年年底前
将实现功能性通车。同时动工的临
城至调楼的县道改造工程项目进展
同样喜人，该项目全长 14.406 公
里，总投资9438万元。目前已经完
成约8公里长的路床修建，预计今
年年底前实现功能性通车。

临城至调楼的县道改造工程现
场施工负责人胡承喜说：“我们是加
班加点赶工，争取年底前实现通车。”

据了解，美夏至临城、临城至调
楼这两个县道改造工程项目完工投
入使用后，道路从原来的3级公路
升级为2级公路，路面也从原来的8
米拓宽到12米。

国庆黄金周，有不少游客到东方市四更镇体验绿橙采摘。通讯员 吉昌超 摄

关注2019年定安仙沟牛肉·鸭饭美食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