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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三亚亚洲沙滩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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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亚沙会初步完成
第一批社会招聘
待录用人员覆盖12个部门58个岗位

本报三亚10月17日电（记者欧英才）海南
日报记者10月17日从三亚市2020年第六届亚
洲沙滩运动会组委会（以下简称亚沙会组委会）获
悉，该单位初步完成第一批次社会招聘工作，待录
用人员覆盖12个部门的58个岗位。

“他们中既有体育爱好者，也有体育产业从业
者，有些人甚至一直都在关注亚沙会的招聘信息，
希望能够有机会参与其中。”亚沙会组委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许多待录用人员拥有丰富的体育赛事
经验，对体育产业有情怀有梦想，希望从自身专业
能力出发，为亚沙会赋能、助力。

“报名者中八成是本地人，很多人都期待抓住
海南首次举办洲际级运动会这一契机，开拓自身
专业视野，并为家乡贡献自己一份力量。”该负责
人表示，本次社会招聘旨在广泛遴选专业能力强、
专业素质高的优秀人才，打造精干高效的筹办团
队，进一步增强亚沙会筹办力量。

据了解，亚沙会组委会预计将在12月初进行
第二批次社会招聘工作。目前，报名网站上开放
的岗位均可继续报名和投递简历，有意向参与亚
沙会的社会人士可登录报名网址（http：//www.
jingzhunjob.cn）选择岗位。

广告

电子税务局开具税收完税证明（文书式）小结：

1）传统做法：纳税人需到办税服务厅才可以开具税收完税证明（文
书式）。

（2）电子税务局操作：纳税人登录电子税务局，即可随时随地开具税
收完税证明（文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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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开具】→【税收完税证明（文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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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具税收完税证明（文书式）
全程网上办 电子税务局 办税新时尚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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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记者
张期望）10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海口哈罗公学项目部获悉，目前该校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主体部分已全部
封顶，哈罗国际（中国）礼德学校主体
部分已完成80%建设量。综合楼A
区基坑土方开挖已完成，垫层已浇筑

完成，综合楼B区二层梁板模安装也
已完成。

据了解，海口哈罗公学项目由海
口哈罗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哈罗国际
（中国）礼德学校组成。该校预计在
2020年9月正式开学，总计划招生
1824人，其中幼儿园计划招收约102

人。海口哈罗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计
划招收小学生约240人，初中生约
216人，高中生约240人，主要面向
省内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子女，提供
纯哈罗国际课程。海口哈罗国际（中
国）礼德学校计划招收小学生约450
人，初中生约300人，高中生约276

人，主要面向中国籍的内地适龄学
生、港澳台地区适龄学生，将会提供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家课程标准
要求且兼具有哈罗特色的课程。

作为英国知名的私立学校之一，
哈罗公学在高端人才培养领域有其独
到的经验和优势，曾培育出7位英国首

相。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哈罗公学入驻海口江东新区，将解决
江东新区引进的总部经济企业国内外
高端人才子女就读问题，学校整体建
成后，由哈罗国际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负责教学管理和运营，将打造成海南
乃至全国一流的国际化教育品牌。

海口哈罗公学外籍学校主体封顶
预计2020年9月份开学

沿海湿地保护网络年会
在海口举办
成员单位发出沿海湿地保护网络
《海口倡议》

本报海口10月 17日讯 （记者计思佳）10
月17日，“2019年沿海湿地保护网络培训班暨
湿地保护网络年会”在海口举办。来自国家林
草局、沿海11省份的管理人员以及国内外知名
专家近200人参加会议。与会代表围绕滨海湿
地保护修复前沿与热点问题，湿地生态系统管
理以及国内外滨海湿地修复案例等议题进行交
流和探讨，旨在推动滨海湿地修复水平和管理
能力。

据了解，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网络由原国家林
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与保尔森基金会联合倡导
发起，于2015年6月在福建省福州市成立。

此外，沿海湿地保护网络成员单位还共同发
出了沿海湿地保护网络《海口倡议》，达成以下共
识：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加强滨海湿地重要
意义的认识，将滨海湿地保护恢复纳入重要的议
事日程；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滨海湿地保护与管理
的社会参与机制；进一步发挥湿地保护网络成员
间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本报三亚10月17日电（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吕超）10月17日，
2019首届三亚崖州湾科技创新创
业大赛（以下简称崖州湾科创大赛）
启动。该赛事设置了上海、武汉、青
岛、深圳、创投和渠道5个分站赛，
总奖金高达1100万元，单个奖项奖
金达100万元。

崖州湾科创大赛即日起开放
报名，截止时间为11月 20日，有
意向报名的参赛方可访问大赛官
网获取更多的信息并报名。大赛
共分为报名、资格审核、线上初
赛、分站复赛、半决赛和总决赛6
个阶段。半决赛和总决赛将在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举行，采取线下
路演形式，专家评审团将进行评
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据介绍，举办该赛事的主要
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优质项
目进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围绕
深海、南繁、教育等核心产业构建
集产、学、研、制于一体的产业体
系架构。

崖州湾科创大赛由海南省科学
技术厅和三亚市政府主办，上海交
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海洋大
学协办，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和深圳市青橙资本股权投资管理股
份公司承办。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记者邓
海宁）10月17日，2019中国（海口）国
际入境旅游营销大会新闻发布会在海
口举办。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营销大会将于10月22日至24日在
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据悉，本次营销大会约有150位
来自欧美市场的国际买家和国际媒
体，以及美国旅游批发商协会、美国国
家旅游协会等国际旅游行业协会负责
人参会。

此次活动由海口市政府主办，海口市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海口市商务局、
上海思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10月17日，在海口海秀快速路二期工程现浇箱梁施工现场，工人焊接钢筋用于放置预应力波纹管。
海秀快速路二期工程西起粤海大道东至长滨路，全长4.397公里，按计划将于2020年4月建设完成，建成

后与一期相连形成海口市东西走向的不间断交通大动脉，促进“东西两港驱动”和“海澄文一体化”的发展。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本报石碌10月17日电（记者邵
长春）10月17日，第五届海南省核安
全文化媒体行活动在昌江黎族自治
县举办，来自中央驻琼媒体、省内媒
体共约40名记者参加。活动不仅让
媒体记者们亲身体验了核安全文化，
也旨在让更多的人成为核电发展的
支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核应急办
公室、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活动期间，媒体记者们现场参观
了昌江核电科普展馆、模拟机房、核

应急指挥中心等场所。核电专家分
别从我国核电发展趋势、昌江核电厂
总体情况和核电厂核安全文化建设
等多个角度进行了介绍，并与记者们
进行交流互动。

据悉，海南昌江核电项目规划建
设4台核电机组，一次规划，分期建
设。一期工程投资249亿元建设的
1、2号机组，分别于2015年12月和
2016年8月投入商运，目前核电在我
省电力能源供应中已占比近三分之
一，有效改善和优化了我省能源结

构，为推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提供强劲的能源保障。

另悉，昌江核电二期工程也已
进入前期准备阶段，建成投产后，我
省核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370万千
瓦，届时核电在海南电力能源供应
中的占比将达到50%左右，环境效
应更加显著的同时，也将为海南经
济发展注入充足绿色动力，成为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强劲“电力
引擎”。

此外，依托核电项目，昌江清洁

能源产业基地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将
对地方经济转型升级起到良好的促
进作用。

为顺应核电发展新形势，省委宣
传部、省核应急办、昌江县政府和海
南核电等部门与社会团体，深入开展
核电公众沟通工作，通过座谈会、开
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与公众进
行交流，增进公众对核电作为“安全、
清洁、经济、可靠”能源的认识和理
解，为推进我省核电事业发展营造了
良好的氛围。

金秋好时光
施工干劲足

三亚崖州湾
科创大赛启动
总奖金达1100万元

第五届海南省核安全文化媒体行走进昌江

让更多人认识了解核电
中国（海口）国际入境
旅游营销大会将举行

专题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罗清锐 美编：陈海冰2019年海南省地方标准介绍（4）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地

方性法规《海南经济特区公共信息标
志标准化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的有关
规定，我省对开展公共信息标志标准
化工作需要实施的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和地方标准实行目录管理，即纳入
《海南经济特区公共信息标志标准实
施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的标准，都
应在我省依法强制实施。2019年 5月
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海南
省清洁能源汽车推广 2019 年行动计

划》（琼府办函［2019］69号）第13项任
务的要求，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
国家标准《图形标志 电动汽车充换电
设施标志》（GB/T 31525-2015）增补
进《目录》。

现行《目录》共收录标准84项（收
录的标准可在“海南质量网”全文阅

读），其中国家标准79项，行业标准3
项，地方标准2项。重点标准包括：1.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系
列标准，是各级公路（高速公路、国道、
省道等）和城区道路设置车行交通标志
（含旅游标志）和标线需要遵循的强制
性国家标准；2.《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T 10001）系列标准，是公共场所
设置公共设施的导向标志、位置标志、
信息版、示意图等导向要素设计需要使
用的各种规范的图形符号，其中80%的
图形符号源自国际标准 ISO 7001，因
此，在公共场所使用这些图形符号，世
界各国的人员都可以通过这种国际通

用的符号找到相应的公共场所或公共
设施，发挥了标准是“通用语言”的作
用；3.《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GB/T 30240）系列标准，规定了公共
服务领域英文翻译和书写的译写原则、
译写方法和要求、书写要求等，将这一
系列标准纳入《目录》，有助于规范公共

信息标志英文翻译的准确性和可识别
性，有助于提升海南省公共信息导向系
统的国际化水平。

《目录》是贯彻落实《海南经济特区
公共信息标志标准化管理规定》的重要
技术文件。执行《目录》的各项标准，对
全省建成规范、统一、既与国际接轨又
体现海南地方特色的公共信息导向系
统，完善国内外游客的出行环境，服务
国际旅游岛建设、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南经济特区公共信息标志标准实施目录》

海口海秀快速路二期：

◀上接A01版
鼓励大型商圈和特色商业街适当延长夜间营

业时间，开设深夜营业专区和夜市。
按照“5分钟到便利店，10分钟有农贸市场，

15分钟有超市”的便民生活圈和消费圈布局要
求，重点推进海口、三亚先行先试，抓好规划布局，
出台推进便民生活圈的鼓励政策。积极引进24
小时便利店落地海南。

支持海南各类精品展会举办国内外品牌首
秀，打造新品首秀知名展会品牌，支持国内外品牌
在我省大型商圈店铺首发商品，支持国内外品牌
首店落地海南，形成从“首秀”“首发”到“首店”的

“首店经济”效应，助力海南引领国际消费潮流风
向标。

今明两年我省重点推进
17项措施促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