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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
源，加强资源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资源税法》（以下简称《资源税
法》）规定，结合本省应税资源的品位、
开采条件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情
况，现就《资源税法》授权事项，作出如
下决定：

一、《资源税法》规定实行幅度
税率的，本省相关资源税的具体适
用税率在国家规定的税率幅度内，
具体按照《海南省资源税税目税率
表》执行。

二、《资源税法》规定可以实行从
价计征或者从量计征的，本省地热、石
灰岩、其他粘土、矿泉水税目实行从量
计征，砂石税目实行从价计征。地热
水、矿泉水的水资源费并入资源税。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减征或
者免征资源税：

（一）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
品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害
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的，可以按损失
金额的50%减征资源税，但减税额最

高不超过其遭受重大损失当年应纳的
资源税；

（二）纳税人开采共生矿，共生矿
与主矿产品销售额分开核算的，共生
矿减征10%资源税；

（三）纳税人开采伴生矿，伴生矿

与主矿产品销售额分开核算的，对伴
生矿免征资源税；

（四）纳税人开采低品位矿减征
50%资源税；

（五）纳税人开采尾矿免征资源
税。

符合前款规定的，由纳税人申
报享受各项优惠政策，相关资料留
存备查。

四、根据工作需要，主管税务机关
可以要求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
门提供共伴生矿、低品位矿、尾矿等应
税矿产品的认定情况以及与减免税相
关的其他信息，有关自然资源和规划
主管部门应予以协助支持。

本决定自2020年 9月 1日起施
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62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海南省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
有关事项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于2020年7月3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8月4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海南省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

（2020年7月3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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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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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

矿物类

岩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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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钛

锌

铝土矿

金

锆

高岭土

石灰岩

天然石英砂、脉石英、粉石英

其他粘土（铸型用粘土、砖瓦用粘土、陶粒用粘土、水泥配料用粘土、水泥配料用红土、水泥配
料用黄土、水泥配料用泥岩、保温材料用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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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岩石类（白云岩、石英岩、砂岩、辉绿岩、安山岩、闪长岩、板岩、玄武岩、片麻岩、角闪岩、
页岩、浮石、凝灰岩、黑曜岩、霞石正长岩、蛇纹岩、麦饭石、泥灰岩、含钾岩石、含钾砂页岩、天

然油石、橄榄岩、松脂岩、粗面岩、辉长岩、辉石岩、正长岩、火山灰、火山渣、泥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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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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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
4元/立方米

9%

4%

9%

3%

5%

3.5%

5%

3.5%

6%

3%

10%

3%

4%

3%

5元/吨

5.5元/吨

7%

3.5%

5元/立方米

5元/立方米

6%

6%

6%

4.5%

5%

3.5%

4%

4%

7.2元/立方米

2%

海南省资源税税目税率表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吴娟

7月28日上午，沿着蜿蜒的山路，48岁
的万宁市三更罗镇新中居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王俊品来到黎族群众聚居的笔塘居小
组7队,和居民们一起仔细观察槟榔果和莲
雾的长势，“把槟榔和莲雾种好，今年一定会
有好收成，大家的生活可以进一步改善。”

王俊品是万宁本地人。1990年，在外
地参军的他，脱下戎装回乡工作。此后的
30年，他凭着军营中历练出的吃苦耐劳的
劲头，扎根基层一路拼搏。他最大的愿望是
帮助老乡们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生活。

打造美丽宜居村庄

2017年3月，伴随着我省农垦改革的
推进，原新中农场的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职
能移交属地三更罗镇设“居”管理。王俊品
离开了工作了20多年的农场，在新成立的
新中居担任居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使海南农垦又好
又快发展！”上任伊始，王俊品带领居全体工
作人员学习新一轮农垦改革政策，把20大项
85小项的社会职能移交工作顺利对接完成。

村庄之美，首要是干净。“我们村以前垃
圾乱堆乱放的现象很普遍。”面对村庄“脏乱
差”的状况，王俊品下决心要改变村庄面
貌。他组织新中居的党员干部带领居民开
展了多次环境大整治。“村庄环境一天变一
个样，过去随处可见的垃圾清理干净了；规
划建设了多个农村厕所；居民不再随地乱扔
垃圾、乱吐槟榔水……”王俊品说。

不仅如此，每个重大节日到来前，王俊
品都会组织居党支部党员，对村庄卫生进行
集中清理。“很多农户家门前都放置了垃圾
桶，村庄树木鲜花一年比一年多，村庄变靓
了，大家有了舒适的生活环境。”王俊品说。

修路、修桥、改造危房……在王俊品心
里面，居民的事就是自己的事。针对辖区内
公路建设滞后，王俊品主动与万宁市公路局
协调推进，硬化改造辖区内10多公里的公
路。硬化改造辖区内有许多危桥，王俊品深
入基层连队逐一排查记录，通过多渠道协
调，推进完成了6座危桥的改造。

王俊品特别关心新中居辖内三个黎族
群众聚居连队居民的生活状态，他经常走访
黎族居民家庭，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主动排查符合条件的居民，帮他们申请危房
改造补助金，建起一幢幢新民居。

带领村民脱贫奔富路

“国家政策那么好，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
来致富。”生活环境改善了，王俊品总想着改
变村庄的落后面貌，带领乡亲们集体脱贫。

过去几年，王俊品对新中居所有贫困户
的收入情况和实际困难都了如指掌。去年，
为了帮助笔塘居小组的黎族贫困户黄仕凯
脱贫，连续两个多月内，王俊品每周都会驱
车20余公里去一次黄仕凯家中，和他一起
观看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共同探讨如何增加
收入。“王书记每次都是很晚才从村子离开，
他的辛勤付出让我们非常感动，也让我们充
满脱贫动力！”黄仕凯说。

从2017年开始，王俊品多方考察后，决
定带领部分居民学习种莲雾和养山羊的技
术，“我们发展特色产业，成立合作社，村民们
的收入在有了保障的基础上再实现提升。”

王俊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目前，新中
居的贫困户全部实现了脱贫。“我们今年的
任务是重点跟踪几户脱贫户，对他们多进行
一些帮扶，确保他们不会出现返贫！”

最近几年，居民土地纠纷事件偶有发
生。王俊品经常深入基层倾听居民们的声
音，出面解决各种矛盾纠纷32宗，化解了一
桩桩、一件件“麻烦事”，把一些问题消灭在
萌芽状态。

虽然很多纠纷不过是些邻里之间的琐
碎事，但是在居民的心中，王俊品办的都是
大事，都是不伤害互相之间感情的大事。有
人问王俊品，“管这些事你就不嫌麻烦？不
怕得罪人？”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不麻烦，不
怕，人家愿意听我说几句，我就多劝劝。”

“王书记熟悉村情村史，他热心解决村
中难题，宽容又公正，大家都愿意相信他。”
三更罗镇新中居党委副书记云维岛说，王书
记默默付出，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
在萌芽状态，大大减轻了基层治安的压力。

（本报万城8月6日电）

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关注海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

万宁市三更罗镇新中居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俊品：

想着群众事 奔着问题去

专题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陈卓斌 美编：孙发强

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全省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总体为优，水源地水质
总体达标率为100%。所有监测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4月至6月
水质全部符合或优于地表水或地下水Ⅲ类标准，符合国家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要求。与去年同期相比，全省城市（镇）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总体保持稳定。

2020年第二季度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公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现发布《2020年第二季度海南省生

态环境质量公报》。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0年8月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例为99.8%，其中优占91.1%、良占
8.7%，轻度污染占0.2%，无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海口、万宁、东方等3个市县受臭氧影
响，均出现1天轻度污染；其余15个市县（不含三沙市）优良天数比例均为100%。与
去年同期相比，优良天数比例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优级天数比例下降3.8个百分点。

地表水水质状况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与去年同期相比，三亚榆林港、万宁小海、儋州新英湾养殖区、海口秀英港区、文昌八门湾度
假旅游区和清澜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等6个站位水质有所好转。

城镇内河（湖）治理水体水质状况

全省重点治理的91个水体97个断面（点位），除因工程因素不具备监测条件及不存在
的水体外，实际监测86个水体92个断面（点位）。4月至6月，水质稳定达标断面（点位）比
例为59.8%（55个），同比上升14.6个百分点；水质不稳定达标断面（点位）比例为26.1%（24
个），同比下降6.1个百分点；水质持续超标断面（点位）比例为14.1%（13个），同比下降8.5
百分点。上述断面中，持续重度污染（地表水劣Ⅴ类、海水劣四类）断面（点位）比例为14.1%
（13个），同比下降8.5个百分点。仍有部分水体水质未达到相应治理目标。

主要旅游景区环境质量状况

开展监测的20个主要滨海旅游区近岸海域监测站位所有监测指标含量均符合或优于
二类海水水质标准。与去年同期相比，海口假日海滩受无机氮影响，水质由一类下降为二
类；其余主要滨海旅游区近岸海域水质保持稳定。

主要森林旅游区空气负离子浓度处于较高水平，霸王岭、尖峰岭、五指山、七仙岭、铜
鼓岭、亚龙湾、吊罗山、呀诺达8个主要森林旅游区空气负离子平均浓度分别为6980个/
cm3、7030个/cm3、6945个/cm3、6700个/cm3、5020个/cm3、5720个/cm3、7260个/cm3、
7200个/cm3，均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清新空气1000~1500个/cm3的标准，对人体健
康极有利。

重点工业园区近岸海域水质状况

洋浦经济开发区近岸海域水质所有监测指标含量均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老城经济
开发区、东方工业园区各有1个监测站位化学需氧量含量符合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余指标
含量均符合或优于二类海水水质标准。与去年同期相比，东方工业园区八所工业用水区南
和老城经济开发区马村港口区中2个站位受化学需氧量影响，水质由一类下降为三类，其余
站位水质均符合或优于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主要滨海旅游区、重点工业园区近岸海域水质状况
及主要森林旅游区空气负离子浓度

地表水水质状况

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为优，水质优良（Ⅰ至Ⅲ类）断面（点位）比例为91.5%，
同比上升4.2个百分点；劣V类断面（点位）比例为0.7%，同比持平。主要污染指标为
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总磷。

主要河流水质为优，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为91.8%，同比上升6.3个百分点；劣V类
断面比例为0.9%，同比持平。南渡江、万泉河、昌化江三大流域水质为优，北部河流水
质为优，东部、南部、西部河流水质良好。监测的52条河流109个断面（道飞村断面因
乐中水断流未开展监测）中，海口市巡涯河巡崖村、三亚市三亚河妙林、万宁市东山河
后山村、琼海市塔洋河田头桥、文昌市文昌河农垦橡胶所一队、文昌市文教河坡柳水闸
等6个断面轻度污染（Ⅳ类），东方市罗带河罗带铁路桥和乐东黎族自治县望楼河乐罗
断面中度污染（Ⅴ类），文昌市珠溪河河口重度污染（劣Ⅴ类）。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
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总磷。

主要湖库水质为优，水质优良点位比例为90.7%，同比下降3.1个百分点；劣V类
点位比例为0%，同比持平。监测的23座湖库32个点位中，东方市高坡岭水库出口和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水库入口轻度污染（Ⅳ类），文昌市湖山水库出口中度污染（Ⅴ
类）。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总磷、氨氮。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

全省近岸海域水质总体稳中向好，水质级别为优。优良（一、二
类）水质站位比例为98.3%，同比上升5.1个百分点。三类水质出现
在万宁小海的2个监测站位，主要污染指标为无机氮，且pH值偏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