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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0月9日12时-10月10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5

13

10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1

26

17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广告

电子税务局办理普通发票票种核定小结：

（1）传统做法：纳税人需到办税服务厅才可以办理普通发票票种核定。

（2）电子税务局操作：纳税人登录电子税务局，提交普通发票票种核定

申请，即可申请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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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使用】→【发票票种核定】→【普通发票核定调整】

三、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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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发票票种核定

全程网上办 电子税务局 办税新时尚引领
14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10月 10日，柬埔寨王国驻海口
总领事馆正式开馆。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外国在海南设立的首个领事机
构，将为推动海南与东盟国家务实合
作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共建共享发展
提供鲜活样本。

中国与柬埔寨是有着61年建交
历史的友好邻邦。作为“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支点，近年来，海南与柬埔寨
高层互访频繁，不断夯实和拓宽双方
在医疗、科教、旅游、热带农业、经贸往
来、互联互通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
为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

高层互访缔结友好关系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外事办了解
到，海南与柬埔寨的友好交往始于20
世纪70年代。双方结好以来，高层互
访不断，“就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
往”。值得一提的是，海南是柬埔寨首
相洪森夫人的祖籍地。多年来，洪森
首相不仅多次来琼访问，还先后于
2004年、2013年、2016年出席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对海南留有深刻印象。

有来有往情必深。两地高层代表
团的每一次互访，都会促成一系列富
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截至目前，海
南在柬埔寨已有两个省级友城——磅
湛省、西哈努克省。暹粒省也已签订
意向书，成为海南的省级意向友城。

其中，与磅湛省的友好往来堪称
我省对外友好交往工作的成功典范。
省外事办的许多工作人员还记得，
2016年7月，我省代表团访柬期间，
因代表团行程紧张，磅湛省省长隆林

泰专程从磅湛省驱车数小时到金边市
与代表团会面。

这次会面中，双方签署的《深化友
好合作关系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深化
了我省与磅湛省在多个方面的务实合
作。此后，无论是“中国—东盟省市长
对话”、岛屿观光政策论坛等会议的共
同参与，还是“中国海南·柬埔寨光明
行”、农业发展和小额信贷培训班等活
动的相继开展，都为两地经济的发展
和友谊的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人员往来带动经济发展

今年7月15日，海南航空HU471
航班飞离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标志着
海口至柬埔寨西哈努克直飞航线正式
开通。至此，我省共开通海口⇌金边、
海口⇌暹粒、三亚⇌金边、三亚⇌暹
粒、海口⇌西努哈克等5条直达柬埔
寨的航线，极大便利了双方人员往来。

当前，旅游已成为密切海南与柬
埔寨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海南至柬
埔寨航线的增加，不仅为推动中国成
为柬埔寨最大的国际游客来源国拓宽
了渠道，也带动了不少柬埔寨游客来
中国旅游——据统计，2017年我省共
接待柬埔寨游客2428人次，同比增长
171.9%；2018年我省共接待柬埔寨
游客约7000人次，同比增长188%。

人员的往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在投资创业方面，柬埔寨对我
省投资企业1家，我省对柬埔寨投资
企业11家，经营内容涵盖农业、旅游、
医药、通信等多个领域；在企业合作方
面，海航集团、海垦集团、海建集团等
均与柬埔寨相关企业达成了合作并取
得了效益；在农业发展方面，我省与柬
埔寨共同建设了“中—柬热带生态农
业合作示范区”，同时辅助柬埔寨建设
农产品第三方服务平台；在科技服务
方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与柬埔寨

9家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分别为当
地木薯、胡椒、沉香等热带作物种植提
供技术支持及培训服务……

民心相通夯实深厚情谊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
心相通。两国间的关系发展既需要经
贸合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人文交
流的“软”助力。

10余年来饱受白内障困扰的柬埔
寨老人恩未不会忘记，是柬埔寨的好
朋友——海南人民给她带来了光明。

2016年，在洪森首相的支持下，

我省医疗队开始赴柬埔寨实施“光明
行”义诊活动。截至目前，医疗队已4
次到磅湛省、暹粒省执行任务，累计筛
查病患2487人，完成手术543例，手
术成功率高达100%。在第三次义诊
期间，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还亲切接
见了医疗队，并表示“光明行”义诊活
动必将为巩固中柬友谊再添新佳话。

光明是有温度的，温暖会在心底
蔓延。近年来，海南与柬埔寨的人文
交流日趋频繁，我省多所院校都和柬
埔寨相关院校建立了友好院校关系，
并积极开展教师交流、学生互派、汉语
培训等活动。近60名柬埔寨留学生

在海南大学、海南医学院、海南职业技
术学院等省内高校接受教育，为自己

“中柬友谊使者”的身份感到自豪。
当前，海南正着力打造面向太平

洋和印度洋的对外开放门户。省外事
办主任王胜表示，接下来，我省将利用
好柬埔寨驻海口总领事馆这一平台，
从继续实施“光明行”义诊活动、推动
媒体交流合作、开展文艺领域合作、促
进科教领域合作、拓展旅游方面合作
等入手，不断密切与柬埔寨的国际合
作，为深化中柬友谊，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

最高检党组对海南省检察院
党组开展巡视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刘瓅）10月10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第二
巡视组巡视海南省检察院党组及两个分院党组工
作动员会召开。

最高检党组第二巡视组组长曾页九出席会议
并讲话，海南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路志强主
持会议并作表态讲话。

动员会指出，对海南省检察院及其分院党组
进行巡视，体现了最高检党组和海南省委对海南
检察院及其分院党组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海南
省检察院及其分院党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
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检的有力促进。
这次巡视重点检查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最高检党组、海南省委重要
工作部署存在的问题；检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全
面从严治检存在的问题；检查落实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存在的问题；检查落实巡视整改、主题教育
整改存在的问题。海南省检察院和两个分院党组
要引领全体检察人员深刻认识开展系统内巡视工
作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
神和最高检党组要求上来，确保管党治党政治责
任落到实处。

据悉，最高检党组第二巡视组将在海南省检
察院工作两个月左右。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电
话：0898-66731257；专门邮政信箱：海南省海口
市A022号邮政信箱；最高检互联网网站专门电
子邮箱：gjyxs4b@spp.gov.cn。同时，在海南省
检察院及分院设置巡视意见箱。巡视组每天受理
电话的时间为：8：00至18：00。巡视组受理信访
时间截止到2019年12月9日。

一版纵深

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
3宗土地挂牌出让
共计52.29亩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记者张
期望）10月1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海口市
江东新区起步区3宗土地将于11月
1日起挂牌出让，挂牌出让截止时间
为 11 月 13 日，3 宗土地面积共计
52.29亩。

其中，编号为B04-01、02、03、
04、05地块土地总面积为17.29亩，起
拍价为1.88亿余元；编号为B04-06、
07、08、09 地块土地总面积为 17.1
亩，起拍价为 1.8 亿余元；编号为
C01-07地块土地总面积为17.9亩，
起拍价为2亿余元。前两块为商务金
融用地，C01-07地块为商务/商业混
合用地。

上述3宗土地竞买人竞拍得土地
后，须在出让合同约定动工之日起一
年内动工建设，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
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
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
地使用权。

本报澳门10月10日电（记者
赵优）10月10日晚，“美好新海南”
琼州文化专场演出在澳门黑沙环祐
汉公园精彩上演。作为第十七届澳
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协办省份，我省
通过举办文艺演出，把美丽、精彩、
开放的海南原汁原味地呈现给广大
海内外朋友，为澳门妈祖文化旅游
节助兴。

晚会集声乐、舞蹈、琼剧、儋

州调声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示海
南特有的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彰
显海南地域特色，让澳门市民及
游客进一步感知海南、了解海南、
喜爱海南。

欢乐舞蹈迎四海宾朋，袅袅
琼音揽八方来客。当晚的祐汉公
园座无虚席，欢快的歌舞《请你常
到海南来》拉开演出序幕，《久久
不见久久见》《万泉河水》《渔家姑

娘在海边》等歌曲联唱，让观众领
略了来自海南的独特风情。《丝路
繁星》《我的南海》等舞蹈在炫丽的
灯光下尽展海南魅力，演员们精彩
的演出引来现场阵阵掌声与喝
彩。琼剧《春水浇桃花》选段《因何
浇水湿我衣》以优美的唱腔和身段
凸显出海南本土戏剧的艺术水平，
引人入胜。黎苗服饰走秀《风情
海南》中的精美服饰，用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黎族纺染织绣技艺
织就而成，展示出海南少数民族
文化魅力。儋州调声《儋州美，儋
州好》的悠扬曲调也让现场观众
感受到琼岛的热情。

本场演出充分体现了我省的风
俗特色，同时也展现了海南对海内
外友人的欢迎之情。一场“民族风”
与“本土范”融合的文化盛宴让现场
观众意犹未尽。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刘伟）日前，海口市
龙华区推出“闪亮夜龙华”活动，通
过打造海口湾“网红打卡地”、美食
荟萃的各大夜市等消费新业态，让
网红经济、“夜间经济”绽放别样魅
力，从而扎实推进国际旅游消费年
活动。

10月9日晚9时，位于渡海路
的海口湾外滩开始热闹起来，街头
弹唱的艺人、席地而坐的观众、海

边漫步的情侣让海口湾成了新的
“打卡地”，而在一处发光的白色
“大翅膀”前，市民游客争相在此合
影留念。

“海口湾外滩很有特色，以世
纪大桥为背景的夜景分外美丽，不
同风格的街头歌手让这里充满文
艺气息，每天在这里散散步、听听
歌非常放松。”海口市民郑成峰说。

据悉，国庆期间，在龙华区旅文
部门和商务部门的积极推介下，美

丽的海口湾吸引了网红油漆筒乐
队、电白小宁丫等10多个网红团队
在外滩开展献唱和表演活动，仅电
白小宁丫一人直播在线观看人数就
达1.4万人次，丰富的业态也带动了
周边商业消费。

不仅是海口湾，龙华区的骑楼
老街、观澜湖旅游度假区等点位以
及各大夜市的夜间同样热闹非凡，
成为市民游客的夜生活好去处。“在
这可以品尝到海南所有特色小吃，

感受到海口热闹多彩的夜生活和浓
浓的本地生活气息。”来自江西的游
客吴先生说。

龙华区有关负责人表示，为进
一步落实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龙
华区下一步将以“闪亮夜龙华”活动
为抓手，深入一线挖掘区域内商务、
旅游、文化、体育、农业、会展消费潜
力，完善龙华区国际旅游消费年活
动方案，助力海口推进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

4个优质项目落户定安
计划投资金额约9.1亿元

本报定城10月10日电 （见习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王丽云）10月10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定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经定
安县投资管理委员会讨论同意，天九国际美食文
化广场暨百花园文化旅游项目等4个项目落户定
安，计划投资金额约9.1亿元，为定安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新动力。

据悉，二八五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选址塔岭
工业园区，拟投资建设天九国际美食文化广场暨
百花园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并运营天九国际美食
文化广场，打造海南省国际旅游集散中心，预计可
吸纳700多人就业。

北京巴颜喀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选址塔岭
工业园区，拟建设定安县万枫酒店项目，建设一
座总层数11层、客房总数630间的休闲商务中
档酒店，项目建设能提升定安县对国际游客的
接待能力，还能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
岗位。

海南锐洁实业有限公司选址塔岭工业园区，
拟投资建设海南锐洁智能环保中央洗涤工厂项
目，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0亩，项目建成后年产值
可达到近5000万元，增加就业岗位近300个。

烟台益农果蔬专业合作社选址塔岭工业园
区，拟投资建设净菜加工建设项目，项目总占地约
20亩，建设生产加工与分拣冷藏区、综合服务区，
推动农业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聚焦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美好新海南”琼州文化专场演出澳门举行

把精彩开放的海南呈现给海内外朋友

海口龙华区通过打造消费新业态助力国际旅游消费年

网红打卡地 闪亮夜龙华

柬埔寨驻海口总领事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在海南设立的
首个领事机构，为琼柬国际合作搭建了新平台——

数十载肝胆相照 新时代再谱新篇

知名企业家海口行系列活动启动

海口同6家互联网企业
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记者计思佳）作为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的
举措，10月9日上午，共享海南自贸区（港）新机
遇——知名企业海口行系列活动第一场活动，知
名互联网企业海口行成功举行。期间，海口市同
前来参加活动的6家知名互联网企业签署合作协
议，携手助推海口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

签约仪式上，海口市科工信局、海南复兴城产
业园先后与58同城公司、五八企服（北京）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北京悟空相互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风云际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海南丰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签署合作协议，海口市市场监管局现场为签约
企业颁发工商执照。

根据协议，海口市与签约企业将在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软件开发、通讯设备
等方面展开合作，共享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发展新机遇，深化政企合
作、实现共赢发展。

今年6月，省科技厅胡椒标准化栽培技术培训项目在柬埔寨桔井省实施。图为香料饮料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建峰
指导当地农民种植胡椒。 通讯员 李志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