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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电子税务局办理更正错误小结：

（1）传统做法：纳税人需到办税服务厅才可以更正错误申报。

（2）电子税务局操作：纳税人登录电子税务局，即可更正

当月的错误申报，省时省油省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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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申报及缴纳】→【更正申报】→【可更
正的列表】

三、操作说明

电子税务局更正申报仅适用于更正
当月申报的两类情形：一是在当月申报期
限内对已申报并已扣款的申报表进行
更正；二是在当月申报期限后至
当月底对已申
报的申报表进
行更正。详细
操作请扫描下
方二维码。

电子税务局引领办税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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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错误申报 一次都不跑17

海南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91022期）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2019年10月22日下午15时在海口市文华
路君华海逸酒店二层贵宾厅公开拍卖下列资产：海口市海垦路88
号金山小区第25栋第2层205房所有权，建筑面积：82.50㎡，房产
证：海房第HK032798号，土地证：YFG20050003号。参考价9500
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

拍卖标的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可按揭支付50%拍卖
款，按揭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公
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16时止。湖北省襄阳市国有资产管理系统、
襄阳市粮食系统、标的评估、法务等中介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直系亲
属不能参与竞买，竞买人须符合海口市限购政策。

拍卖人：海南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海口市世贸东路世贸中心F座906室
电 话：0898-68520771

演出时间：2019年10月17、18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620元）乙等70元（政府补贴64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66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19年10月15日至10月18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

歌剧音乐会《伤逝》
——经典再现，致敬大师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中国歌剧舞剧院
鸣谢单位：顺年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2019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10月14日，在省总工会职工培训中心举办的“精准培训、助力扶贫”高级母婴护理（产康）技能培训班上，来自全省各地的学
员正在学习产后康复腹部护理课程。

据了解，省总工会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推动精准扶贫工作的有力抓手，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下岗职工、农民工、贫困户、低保
户以及城市困难群体的就业技能水平。目前，免费母婴护理技能培训班已成功举办89期，培训6000多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文昌凤头村村干部林月梅借助电商平台销售扶贫农产品

村民直夸“阿梅”真能干

本报抱由10月14日电（记者易
宗平）青山环抱，白云悠悠。10月14
日，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抱班村的

“黎家民宿”一揭牌开业，就迎来了不
少游客。这是该县在扶贫中推行“民
宿+旅游”模式的又一亮点。

今年来，在乐东县委、县政府统一
布局和支持下，抱班村采取以贫困户宅

基地为资源与县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联合投资发展的模式，总投入187万
元，建成了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的“黎
家民宿”。为推动“黎家民宿”发展，抱
班村还配套建设了乡村演艺舞台、村中
心公园等文化旅游设施。抱班村共有
12户农户与该公司合作，其中有7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公司利用农户宅基地

新建民宿，或将闲置农房改建成民宿，
并按一定比例提供租金和分成。

抱班村既有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
优势，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该村“望
月石”“三仙石”“仙女湖”“青龙树”“招
财猪”“农汤河”“神牛阿班”等美丽景
观及传说，随着“民宿+旅游”模式的
推行，越发受到山外游客的关注。

据了解，2018年以来，乐东县整
合扶贫、美丽乡村、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资金约1200
万元投入到抱班村，发展特色种植、养
殖业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截至
2018年底，抱班村已脱贫49户 198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48.67% 降 至
0.73%。

乐东推行“民宿+旅游”扶贫模式

“黎家民宿”带动贫困户发展

本报讯 （记者邓海宁）近日，海
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根据4
个扶贫村农特产品资源特色量身定
制的“昌福火龙果、昌福百香果、合群
番石榴、合群青金桔、仁里鹧鸪茶、仁
里土蜂蜜、玉下鸭稻米、玉下稻田鸭
蛋”8 款海口旅游扶贫系列商品上

架。目前，该系列商品已进驻海口旅
游景区、椰级乡村旅游点旅游扶贫商
品销售区并通过“海岛生活”电商平
台同步发售，市民游客可前往购买。

据了解，此次海口打造的旅游
扶贫系列商品涵盖海口全市的4个
贫困村，分别是美兰区大致坡镇昌

福村、琼山区红旗镇合群村、龙华
区新坡镇仁里村和秀英区东山镇
玉下村。

为把精准产业扶贫落到实处，海
口市旅文局特邀专业商品策划团队
深入乡村实地考察，根据4个贫困村
农特产品资源、产业发展现状和农旅

发展规划，帮助农民策划“一村两品”
旅游商品，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供给，
同时结合地方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
元素，设计定制四个村“一村两品”产
品包装，形成统一系列标识，打造海
口旅游扶贫系列商品品牌，推动农旅
融合发展。

8款海口旅游扶贫系列商品上架
根据4个贫困村农特产品资源特色量身定制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炒花生9件、桃金娘3件、芋头
梗2件……”10月14日下午，文昌市
东阁镇邮政局里，皮肤黝黑的林月梅
将打包好的一箱箱农产品交给邮政
局工作人员黄怡，黄怡麻利地接收、
称重、邮寄，两人配合默契。“很熟悉
了，她几乎每天都会来发货，邮寄的
都是当地农户家提供的农副产品。”
黄怡说。

林月梅原是海口姑娘，今年 30
岁，6 年前嫁到文昌市东阁镇凤头
村，现如今是凤头村“两委”委员、村
电商服务站站长。“以前自己做微
商，主要卖农村的土鸡蛋，没想到很

受欢迎，后来就想着做大一点，也能
帮帮贫困户。”林月梅说。由于她勤
劳、热心，积极借助电商平台帮助贫
困村民销售农副产品，在当地已经
小有名气。

凤头村是一个住户比较分散的村
庄，下辖4个自然村12个村民小组，
共214户 869人。当地生态环境良
好，盛产桃金娘、红皮花生等，村民家
里的鸡、鸭、鹅基本都是生态养殖。可
惜村民缺乏销售渠道，好货往往也卖
不到好价钱。

2016年，林月梅当选凤头村“两
委”委员后，在村委会和驻村第一书记
的支持下，开始帮助当地农户特别是
贫困户销售农产品。咸鸭蛋、芋头梗、
红皮花生……一开始，有些村民还不

理解电商是什么，林月梅就一户户跑，
耐心地向农户解释，帮忙挑选优质的
农产品。

“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
农村才有好日子！”林月梅说，电商渠
道的搭建得到了文昌市扶贫办、东阁
镇政府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大
家的一起努力下，村委会注册成立的
凤头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每月通过电
商平台获取的收益从原先的200多元
涨到现如今的六七千元。而村集体收
益越多，通过电商售出农产品的村民
获益就越多。

林涕是凤头村凤头三村民小组贫
困户，因残致贫的他种植了一些花生，
每到收获的时候，林月梅都主动上门
收购，并自掏腰包垫付邮递费；和林涕

同村的贫困户林道武养了400多只
鸭，每天都能收获不少鸭蛋，林月梅觉
得农家鸭蛋绿色健康，便到林道武家
收购鲜鸭蛋，再拿回家腌制成咸鸭蛋，
放到海南省爱心扶贫网上卖，深受消
费者欢迎……

“阿梅真能干！”凤头村70多岁的
阿婆邢秋菊一提起林月梅就伸出了大
拇指。

文昌市东阁镇凤头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员梅岳胜表示，林月梅不仅吃
苦耐劳，而且有知识、有能力、肯干事，

“农村最需要像这样的村干部，带头致
富又能为村民办实事。”目前，凤头村
原有的建档立卡贫困户13户49人已
全部脱贫。

（本报文城10月14日电）

本报嘉积10月 14日电 （记者袁宇）
“新房子不漏风、不漏雨，住得很舒服。”10
月14日，琼海市嘉积镇不偏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何书纲坐在自家新房前乐呵呵地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搬进今年8月建成的危改
新房，一家人的生活极大改善。像何书纲
这样住进危改新房的村民还有很多，记者
从琼海市扶贫办了解到，目前该市4类重
点对象危房改造共开工425户，其中313
户已入住。

2019年琼海市农村危房改造省定任务
为309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34户。琼
海市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共开工425户，
开工率为137.5%，其中竣工366户，入住
313户，入住率为101.3%。

“房子盖起来，有地方住，心里踏实多

了。”在嘉积镇礼都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王振
育刚刚搬进新家。他说，房子虽然装修简
单，但却让他感到安心，“我会努力工作赚
钱，把生活过好起来，让孩子安心读书。”

为了让贫困村民更快住进更安全的房
子，琼海市联合多方力量共同行动。属地政
府牵头相关职能部门与各村“两委”干部、扶
贫中队、乡村振兴工作队等，在进行全面摸
底的基础上，请专业的第三方公司进行危房
鉴定，设计房屋，严把工程质量与进度，完善
危房改造手续等，稳步推进危房改造。

琼海市扶贫办主任冯雄介绍，在今年开
工的危房改造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共开工
280户，至目前已竣工234户，其中有207
户已入住。将进一步加快农村危改建设进
度，年内让这些贫困户都能住进新居。

琼海超额完成省定任务

4类重点对象危改入住率达101.3%

当前，脱贫攻坚战进入决战决胜关键阶段，我省上下正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省政府“三不减”“三提高”“三加强”的要求，
坚定不移、坚韧不拔地抓好脱贫攻坚，确保高质量完成全面脱贫任务。本报今起
开设《背水一战 决战决胜》专栏，刊发各市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学习贯彻《习近平扶
贫论述摘编》心得体会及各市县各部门的探索实践和经验做法，以进一步推动脱
贫攻坚工作。敬请关注！

2019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之年，过去几年昌江通过全面发力、尽锐
出战，取得全省考核“好”等次并顺利通过国
家考核的不易成绩，但仍存在政策落实不到
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下一
步，我们将坚决听从习近平总书记“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的号令，以“背水一战”的决
心，多方位向贫困发起总攻，确保完成剩余
1722名贫困人口脱贫、已脱贫人口全面巩
固提升的目标任务，全面夺取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战的伟大胜利。

压实责任，筑牢脱贫攻坚保障

我们将按照省委书记刘赐贵“三不减”
“三提高”“三加强”的部署要求，全面压紧压
实县、镇、村三级责任担当，构建责任清晰、
合力攻坚的工作格局。全面抓好干部作风，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三
下沉三提升，争创五个一流”活动，加强“五
不为”专项整治，深化扶贫领域作风和腐败
问题治理，对责任落实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从
严追究；同时，坚持奖惩并举、容错免责，对
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
奖励，对在扶贫一线表现优秀的干部予以提
拔重用，旗帜鲜明地为敢于担当、踏实干事、
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

聚焦精准，夯实脱贫攻坚基础

精准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是脱贫
攻坚工作的基础，我们将围绕饮水、住房、教
育、医疗、产业、就业等重点领域补短板、强

弱项，精准落实现行扶贫政策举措。在精准
识别退出上，严格按照程序标准，该纳入的
一户不漏，达不到退出标准的绝不能早退，
坚决杜绝指标控制和虚假脱贫问题。全面
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推动精准识别、精
准帮扶、精准退出常态化、长效化。

紧扣抓手，强化脱贫攻坚根本

近年来，我们坚持将稳定增收作为脱贫
攻坚主攻方向，扭紧产业、就业两大抓手，持
续构建贫困人口增收长效机制。其中，我们
投入1.2亿元，让4282户贫困户与16家扶
贫企业建立合作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并收
获2089万元分红；通过设立省外务工服务
站输送贫困劳动力、开设特色技艺班培训非
遗传承人、开发482个扶贫公益性岗位等一
系列就业扶贫措施，全面消除“零就业”贫困
家庭，让12031名贫困劳动力通过就业创业
实现增收。

下一步，我们在产业扶贫上将更加注重
“扶长远”，加大力度扶持扶贫合作企业做大
做强，加快建设奶制品等扶贫产业加工基
地，进一步提升扶贫合作企业抗风险能力和
效益，全面提高贫困户产业参与率；在就业
扶贫上将更加注重“激斗志”，通过创新开展

“扶志扶智、感恩奋进”巡回宣讲，设立道德
“红黑榜”，继续实施生产奖励、务工奖补、
“脱贫之星”表彰等激励措施，积极推进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拓宽贫困群众就业渠道，帮
助群众把脱贫的信心树起来、劲头鼓起来、
能力强起来，全面激发贫困人口发奋脱贫的
内生动力。

精准发力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 中共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黄金城

本报海口 10 月 14 日讯 （记者陈卓
斌）在10月14日晚播出的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中，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
防控制所所长杨斌受邀担任主讲人，围
绕如何做好食品安全保障，增强百姓尤
其是贫困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等课题进
行授课。

课上，杨斌和大家分享了保障食品卫
生安全，预防发生食源性疾病食物中毒的
部分措施，将其总结为10条“黄金原则”：
选择经过安全处理的食品；彻底烹调食品；
立即食用做熟的食品；精心储存熟食；对熟

食进行彻底再加热；避免生食与熟食接触；
反复洗手；必须精心保持厨房所有表面的
卫生清洁；避免蟑螂、鼠类，其它动物接触
食物；使用净水。

杨斌介绍，在他所驻的儋州市大成镇瑞
图村委会，村民有酿酒的习惯，这存在一定的
风险。“制作者需掌握相关专业的药理学知识
作为酿酒基础。”他告诫广大群众，购买药酒
要去大型商场或药店，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
产品，切记不要轻易购买一些小摊档、饭店等
由私人制作的药酒。课上，杨斌还准备了多
种草药，现场教大家如何进行区分辨认。

电视夜校介绍10条食品安全“黄金原则”

增强贫困群众食品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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