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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标准收发器海南上线

本报讯 （记者王培琳）11月 20
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标准
收发器在交通银行、海南银行成功上
线，并顺利完成首笔跨境汇款业务。

据介绍，CIPS标准收发器在海南
自贸港试点上线，有助于发挥海南独一
无二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推动人民
币跨境使用和双向流通，为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贡献力量。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符星 胡若兰）碰到税务

“疑难杂症”，也能挂“专家号”了！
海南日报记者11月23日从国家

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获悉，为优化
税收营商环境、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度，
该局于11月16日设立了我省首个官
方税收工作辅导室——“1+1税务咨
询工作室”。

设在海口市龙华区税务局第一税
务分局民声东路办税服务厅（以下简
称民声东路办税服务厅）的工作室，由
8名青年业务骨干组成。当纳税人、
缴费人遇上涉税“疑难杂症”，可线上
线下找他们“问诊”。

工作室“开张”没几天，已经帮了
不少纳税人的忙。

11月23日，获得我省高层次人
才认定的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陈奕钪前来“问诊”，咨询
自己能否享受15%的个人所得税优
惠，以及如何进行个税汇算清缴。

“接诊”的税务咨询师林伟东耐心
解释道：“您已满足缴纳社保、签订劳
动合同等必要条件，且是人才管理部
门认定的高层次人才，肯定能享受税
收优惠。只有当您的税前综合收入超
过约 42.5 万元，实际税负超过 15%

时，才会产生实际优惠。”
“专业、贴心！三言两语就能答疑

解惑，还给了我一份整理好的个税优
惠材料汇编。”陈奕钪笑道。

能帮个人的忙，工作室也能救企
业的急。

“我在电脑上进行退抵税操作却
提示异常，公司正等着这笔钱入账，
急！”20日上午，海南宜欣实业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吴翠玲匆忙赶到民声东
路办税服务厅求助，导税人员忙将她
请进了“1+1税务咨询工作室”。

正在“坐诊”的税务咨询师陈科霖
问清来龙去脉，立马与收入核算部门、
税源管理部门核实，发现“症结”是系
统内查不到该公司的完税凭证，相关
税务报表也有误。找准问题就“对症
下药”，陈科霖很快就从电子税务局完
成了退税申请，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随着自贸港建设的加快，海口各
类市场主体增长迅猛，涉税问题的复
杂程度不断提高。“‘1+1税务咨询工
作室’就如同医院的‘专家门诊’，专治
纳税人的‘急难愁’。”民声东路办税服
务厅三级主办晏巍介绍，工作室业务
涵盖优惠政策适用、自贸港税收政策
辅导等，成立以来已接待纳税人近
300人，解答疑难涉税问题160余个。

据悉，工作室之所以叫“1+1”，既
是在咨询形式上由税务人员与纳税人
面对面开展一对一咨询辅导，在业务

支撑上，也有一个强大的业务智囊团
为每个咨询服务台提供助力。而该形
式在龙华区首推试点后，也将在全系

统进行推广，不让纳税人、缴费人遇到
疑难问题“多头跑、多头问”，力争“来
一次、都解决”。

海口成立全省首个官方“1+1税务咨询工作室”助纳税人解决涉税难题

“专家门诊”专治税务疑难
《海南岛传》新书首发
书写海南岛发展壮丽史诗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尤梦瑜）11月
23日，由海南省文联、新星出版社联合主办，海
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的《海南岛传：一座岛
屿的前世今生》首发式座谈会在海口举办。
2020年是海南全面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开局
之年，新星出版社大型城市传记丛书“丝路百城
传”推出该重点作品，向读者全景展示海南岛发
展历程。

本书由海南籍著名作家孔见创作，是新星出
版社“丝路百城传”丛书中唯一一部以整个岛屿
（省）为地理单元的作品。全书近三十个章节，以
时间为轴，以人、物、事为经纬，由点带面，展现了
海南岛从蛮荒之地到改革开放前沿的发展全貌，
是了解海南的重要文学读本。

首发式上，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国外文局
及海南省文联相关负责人分别向海南省图书馆、
海南大学图书馆、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赠送了《海
南岛传：一座岛屿的前世今生》，期待更多读者，特
别是青年读者能够通过阅读该书更好地分享精彩
的海南故事。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环节，《海南岛传》作者孔
见介绍了创作历程，多位来自省内外的文化学者
名家齐聚一堂，围绕《海南岛传》展开深入的探讨
和交流。

据介绍，“丝路百城传”丛书是中国外文局
及所属新星出版社为全面呈现“一带一路”伟
大倡议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文化认
同而策划的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截至《海南岛
传》首发，已出版中文图书 16部，包括中国城
市传记 12 部和外国城市传记 4 部，往后还将
继续出版10余部。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王
培琳）11月23日，2020海上丝绸之
路（海南）金融高峰论坛在海口举
行。论坛以“自贸港金融开放创新”
为主题，邀请金融知名专家学者、国
内外金融机构负责人共话全球疫情
挑战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
的金融开放与创新路径。

本次论坛设主旨演讲环节，并分

别设置“全球变局下的财富管理转型
创新”“未来金融——金融业的‘科技
革命’”“国际热带农业价格指数发布
中心建设”三个主题论坛。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
康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海南要紧密结合
金融创新推进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坚
定不移推进金融的多样化改革、通过改
革逐渐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等八个视

角进行金融创新。中国人民银行金融
研究所副所长莫万贵则表示，金融要更
好地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一是要构建
完善适配海南自贸港发展的金融体系；
二是构筑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金融风险
防控体系；三是培育金融机构服务于开
放型经济的金融能力，提升金融机构的
展业能力；四是各级地方政府可以助力
金融在自贸港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论坛上，新华财经国家金融信息
平台正式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
发展报告（2020）》。

此次论坛由海口市人民政府、中
国经济信息社联合主办。论坛已连
续举办四届，旨在为海南营造良好的
金融舆论氛围，搭建政府、金融机构
和企业对话合作平台，促进海南自由
贸易港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罗霞 通
讯员彭一鑫 孙越洋）近日，由海南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指导，亚太金融
（基金）小镇主办的“海南自贸港金融
基金推介会——杭州站”在杭州CBD
洲际酒店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吸引
150余人现场参加，3000余人在线上
观看直播。

推介会上，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就海南自贸港金融政

策进行解读，重点介绍《海南省关于
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境
内股权投资暂行办法》等相关内容；
三亚亚太金融（基金）小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了私募基金相关财税政策、基
金服务体系等内容。

与会代表表示，海南自贸港营
商环境不断优化，金融业面临着很
大投资机遇，政策优势明显。为此，
海南将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做好

金融服务实体行业工作，快速发展
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行业，积极
发展私募基金，打造国际化资产管
理总部基地。

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
长陈阳表示，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基金
行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
遇和投资空间，海南也将为基金业发
展提供最全面的配套支持和最优质
的营商环境，欢迎各类基金机构在海

南自由贸易港集聚，共同推动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

本次推介会是继深圳、北京、
上海之后的第四站，海南省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通过举办一系列自
贸港基金推介会，推动海南自贸港
金融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走出
去”，将国内外优质基金资源“引进
来”，为形成海南金融产业集聚打
下基础。

11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税务局“1+1税务咨询工作室”工作人员为前来办理业务的人员答疑解惑。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2020海上丝绸之路（海南）金融高峰论坛举行

共话自贸港金融开放创新

海南自贸港金融基金推介会杭州站举办

引进国内外优质基金资源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赵
优）11月22日晚，2020海南黎锦及
纹样服饰创新设计征集遴选活动颁
奖仪式在海口骑楼老街举行，34名获
奖者携优秀作品精彩亮相，上演了一
场惊艳的时尚黎锦秀。作为2020海
南锦·绣世界文化周活动主题板块活
动之一，本次活动完美收官。

当晚，沉浸式数字光影黎锦文化
幻境秀拉开了活动的序幕，绚丽变幻
的灯光配上动感音乐，使得黎锦古老
的生命力与当代美学碰撞而散发出独
特魅力。随后，海南黎锦及纹样服饰
创新设计征集遴选活动金奖、银奖、铜
奖、优秀奖、优秀导师奖5个奖项获奖
作品和作者名单相继公布。其中，《黎
绣新歌—全家福》《黎韵·禅心》2个系
列作品获得金奖；《清风明月》《黎锦旗
袍》《禅茶黎味》《黎梦》4个系列作品获
得银奖；《木棉kapok》《天上什寒》《黎
锦绣海》等10个系列作品获得铜奖；
北京服装学院、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海
南师范大学等4家单位获得优秀组织
奖；海南大学老师马立尧、北京联合大

学老师曹建中等获得优秀导师奖。
据介绍，本次黎锦及纹样服饰创

新设计征集遴选活动以“黎锦传承与
创新”为征集主题，面向全球征集佳
作，旨在激发古老服饰文化和黎族纹
样在当代社会延续的生机活力。3
个多月来，共收到来自全国12个省
市、46所院校以及来自美国、英国等
地的设计稿件522套共计1970件，
参与选手人数526人，最终评出金
奖、银奖等4个奖项及34名获奖者，
150件获奖作品。

2020海南锦·绣世界文化周活
动由省旅文厅和海口市政府联合主
办，主要围绕“论、秀、展、选”四大主
题板块开展一系列精彩活动，活动将
持续至24日，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世界锦绣产品提供交流平台。

关注202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本报博鳌11月23日电 （记者
刘梦晓）11月22日，2020第五届博
鳌旅游传播论坛巨量引擎分论坛
在琼海市博鳌镇举行。论坛以“解
锁文旅行业内容营销新场景”为主
题，分享特色文化旅游案例，解读
了新常态下文旅行业如何借助短
视频平台进行营销升级，如何通过
抖音建立城市私域流量，并将文
化、旅游和商业融为一体，打造城
市自有IP。

“近年来文旅行业的高速发展和
短视频的兴起密不可分。在抖音等

平台涌现了多个网红城市。”论坛上，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国家广
告研究院院长丁俊杰说，通过众多内
容创作者的分享，将城市的每个细节
展现给大众，在抖音平台上打造了一
个有温度、有感觉的城市品牌，为城
市文旅形象传播助力。

落地到海南，以博鳌“海的故事”
为例，在其创办10年的历程中，从一
个无名小店到如今游客争相打卡的
网红景点，“海的故事”正是当地文旅
融合体现。通过渔船、旧木、铁锚、煤
油灯等一系列的元素，向游客展现海
边小镇的风情。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旅游传
播研究中心主任张婷婷则通过分享

“故宫以东”和“南孔圣地，衢州有
礼”两个文化IP开发、区域文旅品牌
塑造典范，阐述了《区域文旅品牌塑
造与传播趋势》。对于海南景点的
发展，张婷婷建议，可以借助抖音等

平台建立城市私域流量，加大城市
红人的合作与培养，实现品牌的社
群化营销。

论坛上，域见中国·美好目的
地联盟成立，该联盟旨在解锁文化
旅游内容营销新场景，共促行业新
发展。

2020第五届博鳌旅游传播论坛巨量引擎分论坛举办

解开网红城市的密码

海南黎锦及纹样服饰创新设计征集遴选奖项揭晓

唤醒千年非遗的新生

我省开展高层次人才
认定专题培训

本报讯（记者李磊）为贯彻落实
《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认定办
法》《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分类
标准（2020）》，推动人才工作“放管服”
改革，11月20日，省委人才发展局、省
人才服务中心联合举办海南自由贸易
港高层次人才认定工作专题培训班。

此次培训围绕高层次人才认定权限
下放工作要求，规范、系统地为参训学员
讲解相关工作注意事项。培训后将根据
参训单位筹备情况规范有序下放海南自
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认定权限。

三亚探索旅游客运“海陆联运”

10元船费可乘海上巴士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记者李艳玫）11月

2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有关单位获悉，即
日起至12月31日，市民游客凭三亚有轨电车车
票、天涯行卡（即三亚市公交卡）和天涯海角游览
区门票，即可享受10元优惠价购买“市区-天涯
海角”单程海上巴士船票。

这是三亚积极探索旅游客运市场“海陆联运”
的新尝试，旨在助推构建立体交通运营体系，便利
市民游客出行，带动旅游消费。据悉，海上巴士目
前正在运营的船型为“海琨”号，为全铝合金双体
豪华高速客轮，客位为349个，航速33节（62公
里/小时）。

海上巴士从鹿回头公共码头始发至天涯海
角，途经凤凰岛、三亚湾、情人湾、东岛、西岛等
沿海景观，不仅缩短了游客的交通出行时间，还
让游客享受到沿途美景，带去独特的旅游体验。

活动通过走秀的形式展示了获奖作品。（活动组委会供图）

第五届西部惠民车展落幕
观展人数超1.5万人次，售出227台车

本报那大11月23日电（记者林书喜）11月
22日晚，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举办的2020第五
届西部惠民车展在儋州市民文化广场圆满落幕，
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前来观展的人数超过了1.5
万人次，共售出227台车。

活动期间是双休日，前来逛展看车的市民络
绎不绝，各家车商的销售代表卖力地向市民推介
自家的新车。到22日当晚仍有大量的市民前来
逛展看车。“本来我们打算晚上撤展，但人这么
多，所以决定延长到晚上10点。”一位汽车销售
代表说。

据了解，本次车展有45个国内外品牌参展，
汇聚了159款新车，创历届西部惠民车展规模之
最。参展的汽车品牌既有宝马、讴歌等高端品
牌，也有性价比高的皮卡车；既有传统燃油车，
又有新能源汽车和新势力品牌，满足了当地市民
的买车需求。

同时为回报消费者，参展商也拿出了诚意优
惠刺激消费，最高的优惠幅度达6万元，平均优惠
力度也超过了5000元。在各家车商优惠刺激下，
当地市民的购车热情高涨，除儋州本地市民外，还
有不少从临高、白沙等地慕名而来的消费者。

“一直想买一台越野车，经过反复对比，最后
订购了一台大众越野车。”儋州市民王先生说，此
次车展的优惠力度很大，贷款条件又很宽松，这也
是他最终选择购车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此次参展的汽车经销商大多为儋州
本地企业，如今西部惠民车展已成为海南西部车
市的风向标，为儋州本地的汽车经销提供一个优
质的销售平台，同时能吸引到更多的汽车经销商
布局儋州市场。

我省明日开展
地震灾害应急演练
时间：25日9时至11时
地点：海口市日月广场西侧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孙慧 实习生
焦晴）海南日报记者11月23日从省抗震救灾指
挥部办公室获悉，为提高地震灾害中的应急处置
能力，我省将在11月25日9时至11时，在海口市
琼山区海航文化体育广场（日月广场西侧）开展地
震灾害应急拉动综合演练。

届时，演练区域将有参演装备车辆和人员集
结，演练场地会有模拟破拆和人员呼喊求救声音，
请附近群众不必惊慌。为维持演练秩序有序和保
障人员安全，附近人员及过往车辆须听从现场安
保人员指挥，以免发生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