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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培琳）近日，国
家税务总局制定并发布了《国际运输
船舶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就船舶退税的备案、办理
及后续管理等问题予以明确。

据悉，为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财政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税务总
局日前印发了《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
国际运输船舶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明确对国际运输企业自境内建
造船舶企业购买、在海南洋浦港实行
增值税退税政策（以下简称“船舶退
税”）。为规范国际运输船舶增值税
退税管理，特制定《办法》。

《办法》指出，运输企业购进船舶
在“中国洋浦港”登记，购进船舶从事

国际运输和港澳台运输业务，按照本
办法退还增值税。应予退还的增值
税额，为运输企业购进船舶取得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主管
运输企业退税的税务机关（以下简称

“主管税务机关”）负责船舶退税的备
案、办理及后续管理工作。

《办法》明确，适用船舶退税政策
的运输企业，应于首次申报船舶退税
时，凭内容填写真实、完整的《出口退
（免）税备案表》及其电子数据，运输
企业从事国际运输和港澳台运输业
务的证明文件等，向主管税务机关办
理船舶退税备案。所需的资料，运输
企业可通过电子化方式提交。

本《办法》施行前，已办理出口退

（免）税备案的运输企业，无需重新办
理出口退（免）税备案，按照本办法规
定办理备案变更即可。

运输企业适用船舶退税政策的同
时，出口货物劳务或者发生增值税零
税率跨境应税行为，且未办理过出口
退（免）税备案的，在办理出口退（免）
税备案时，除本办法规定的资料外，还
应按照现行规定提供其他相关资料。

运输企业备案资料齐全，《出口退
（免）税备案表》填写内容符合要求，签
字、印章完整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予
以备案。备案资料或填写内容不符合
要求的，主管税务机关应一次性告知
运输企业，待其补正后再予以备案。

已办理船舶退税备案的运输企

业，发生船籍所有人变更、船籍港变
更或不再从事国际运输（或港澳台运
输）业务等情形，不再符合退税条件
的，应自条件变化之日起30日内，持
相关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
变更。自条件变更之日起，运输企业
停止适用船舶退税政策。

《办法》明确，运输企业船舶退税
的申报期限，为购进船舶之日（以发
票开具日期为准）次月1日起至次年4
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
运输企业在退税申报期内，凭相关资
料及电子数据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办理船舶退税。所需资料运输企业
可通过电子化方式提交。

此外，《办法》指出，运输企业申报

船舶退税，主管税务机关经审核符合
规定的，应按规定及时办理退税。审
核中发现疑点，主管税务机关应在确
认运输企业购进船舶取得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真实、发票所列船舶已按规定
申报纳税后，方可办理退税。运输企
业采取提供虚假退税申报资料等手
段，骗取船舶退税的，主管税务机关应
追回已退税款，并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此前文件规定，海南船舶退税政
策的施行期限为2020年10月1日至
2024年12月31日，施行期限均以《船
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的签发日期为
准。《办法》发布后，凡是《船舶所有权
登记证书》签发日期在上述政策施行
期间的，均可按《办法》申请船舶退税。

《国际运输船舶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出台
办理国际运输船舶增值税退税可提交电子材料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记者习
霁鸿 实习生陈燕）12月 7日，正值

“大雪”节气，海口却是艳阳高照。全
省865位援鄂医疗队队员的内心同样
暖意融融——来自湖北的308只蒙古
国赠羊到了大家手中！这是蒙古国
政府和人民的心意，也是湖北人民分
享给海南援鄂医疗队的温暖和感动。

7日上午11时许，海南日报记者
来到赠羊卸货点——海口市人民医
院。一辆鄂A牌照的冷链运输卡车
车头上挂着横幅“蒙古国捐赠三万只
羊接运专车”。2.5米宽、12米长的车
厢里满载着远道而来的308只羊。羊
被切块分装在纸箱里，每只羊装一
箱。记者看到，每一箱都被塞得鼓鼓
囊囊，伸手一探，箱子表面还散发着
凉气。

“车里都装着智能调节系统，一路
保持恒温恒湿，确保温度保持在零下20
摄氏度，让大家能吃上美味的羊肉。”接
运专车车队队长雷成斌说，车队于11
月25日从武汉出发，28日到内蒙古二
连浩特接羊，30日开始一路南下，沿途
分别将羊送到了湖南、广西等两个省
份，最终在12月6日22时许到达海口。

“得知赠羊到海口了，医院里的大
伙儿都非常开心。我早上就赶来海口，

替大家领羊。”11时30分许，海南第五
批援鄂医疗队队员、东方市人民医院泌
尿外科护士长田艳如忙前忙后，张罗
着把领到的羊肉装车。她告诉记者，
医院共有30名医护人员援鄂，“大家
都说，已经回来这么久了，没想到国
家、湖北都还记得我们，特别感动。”

16箱羊肉全部装车后，已是中午
12时。田艳如决定不吃午饭，早点赶
回医院。她一个大步跨上车，冲记者
摆摆手：“不聊了，我们得赶紧回去
了，大家都等着呢。”

在现场，为各家医疗机构分发赠
羊的省卫健委四级调研员罗红强忙
得满头是汗。他告诉记者，省卫健委
制定了详细的分配方案，确保865位
援鄂医疗队队员都能分享到来自远
方的礼物。

核对完签收表格，罗红强抬手抹
了一把汗：“这308只羊代表着湖北人
民对海南援鄂医护人员的深情厚
谊。我们海南医护人员始终与全国
各地人民心连心，今后将一如既往地
救死扶伤，做好医疗工作。”

➡ 12月7日，在海口市人民医
院，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在领取蒙古
国捐赠的羊肉。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昨天，海南援鄂医护人员收到一份特殊礼物——308只蒙古国赠羊

冬日，“羊”溢着爱

我省打掉71个涉及“菜霸”“砂霸”
“运霸”犯罪团伙

推进“行业清源”
铲除黑恶势力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任
丹）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是决战决胜扫除黑恶
专项斗争的重要战斗，是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的固本之策、关键之举。12月7日下午，我省召开
农产品生产流通行业专项整治“百日行动”动员会，
动员全省上下坚决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扎
实开展专项整治“百日行动”，持续深入推进“行业
清源”，奋力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胜利。

据介绍，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我省
在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上持续发力，已成功打
掉涉及“菜霸”犯罪团伙12个、“砂霸”犯罪团伙
31个、“运霸”犯罪团伙28个。

会议强调，对群众反映强烈、问题比较突出的
地区、行业和领域，应采取强有力措施，依法重点
整治。对群众举报的涉“菜霸”“渔霸”“果霸”等线
索，要进行大起底、回头看，确保将线索全部查细、
查清、查实。要从制度机制层面统筹谋划，形成源
头治理、系统治理的长效机制。

会议要求，政法机关与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
联动，严格落实信息共享、线索发现移交、通报反
馈等制度，推动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有效衔接。
各市县要广泛宣传发动市场主体、人民群众投诉
举报农产品生产流通行业乱象，对举报有功人员
给予奖励，激发群众参与热情，依法严厉打击“菜
霸”“渔霸”“果霸”等违法犯罪，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自贸港建设与
商学院发展论坛启幕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王梦洋）12月7日，海南大学主办的自贸港建设
与商学院发展论坛在海口举行。

来自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香港中
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以及广州
市福思特科技有限公司、海南椰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等企业的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参加会议，探讨商学院服务自贸港建设的现
实路径。

论坛中，专家学者围绕“管理学院的再升级”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商学院国际化战略”“新时代
管理学院的专业建设探索”“新形势下商学院发展
的挑战、机遇和对策”“RECP背景下区域管理学
院的国际化趋势与应对”等主题作演讲，与会人员
认真聆听并积极互动。

论坛主办方认为，通过本次论坛，海南大学管
理学院汲取了先进的管理智慧和宝贵的工作经验，
作出了更为清晰的未来发展规划，将有利于推动学
校“一院一校”项目，推动学院与区域内优秀兄弟商
学院的合作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接下来，海南大
学管理学院将努力成长为学科和专业特色鲜明、优
势突出并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一流管理学院。

省国资委征求省属国资国企
“十四五”发展规划意见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记者邵长春 特约记
者王旭朝）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国资委7日在海口
召开的推进“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会议上获悉，

“十四五”时期，海南省属国资国企要努力实现跨
越式发展，并重点培育若干家资产规模过千亿的
大企业大集团。

截至2019年，省属重点监管企业资产总额已
达1660亿元，是“十二五”期末的2.2倍；2020年
上半年已完成229亿元，完成年度计划67%。“十
三五”期间我省还推动海南矿业、海汽集团实现上
市首发；央企在琼业务快速增长，截至2020年8
月，央企营业收入增长到1056亿元；新设央企税
收收入增长近15亿元。

《海南省属国资国企“十四五”发展规划》（征
求意见稿）提出，到2025年，我省国有资本布局更
加优化合理，国有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
国有资本专业化、市场化运作能力增强，融资方式
多元化，省属国资国企在自贸港建设中的竞争力、
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到2035年，基本建成海南自贸港特色现代化国有
企业。

针对发展目标，征求意见稿提出，“十四五”时
期，省属国资国企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缴
纳税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都要实现跨
越式增长，重点培育若干家资产规模过千亿的大企
业大集团，争取2家国企进入“中国500强企业”。

■ 本报记者 郭萃

在上海时装周的现代T台和海口
骑楼的梦幻光影中，古老的海南黎锦
绽放出时尚的生机。作为海南首个
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海南黎锦，再一次引发了社会及业界
的极大关注。在日前举办的2020海
南锦·绣世界文化周系列活动“非遗
传承与创新”专题论坛上，来自业界
的专家学者更围绕黎锦的传承与创
新展开讨论。

来自国内织锦和刺绣行业的专
家学者重新梳理海南黎锦的优势与
特色，海南黎锦传承遇到的问题与困
难，并呼吁各方应抓住这一难得机
遇，让海南黎苗锦绣文化重焕异彩。

瑰宝：黎锦文化 古韵之美

海南黎锦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
研究价值，黎锦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棉

纺织染绣技艺之一，被称为纺织业的
“活化石”。2009年10月，海南黎族
织锦纺、染、织、绣技艺被列为联合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需保护名录”。

论坛现场，原文化部副部长周和
平说道，海南各个区域黎锦不尽相
同，东方、昌江一带扎染与织造相结
合的织锦，白沙一带的双面绣和简
裙、花带、崖州被等黎锦服饰异彩纷
呈，享有“黎锦光辉艳若云”之美誉。

龙被更是黎族织锦艺术之精品。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符秀英表示，由于龙
被制作需要较高的工艺，费时且费力
等，目前掌握龙被纺织技术的黎族妇女
已为数不多，龙被艺术已濒临失传。

“黎锦传统技艺是海南的宝藏文
化，做好黎锦的保护和发展可以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锦上添花。”海南省温
州商会会长王东云如是说。

传承：古老技艺 焕发新生

传承和保护黎锦技艺，海南已在

行动。
省旅文厅二级调研员刘实葵

说，在文旅部的支持指导下，海南一
直致力于黎锦技艺的保护与传承。
11年来，海南省政府共投入保护经
费1.026亿元，用于建设5个黎锦技
艺专题传习场馆，45个黎锦传习所，
在 62 所中小学校开展了黎锦技艺
进校园实践课，培养 2万多名学生
参与学习。

目前海南全省各市县有该项目
的代表性传承人316人，其中省级30
人，国家级3人，他们都是守护黎锦文
化的一线践行者。

作为黎锦传承人，张潮瑛不仅
出入任何公开场合都喜欢穿着黎
锦，同时她还借助新媒体平台把黎
锦带到线上“直播间”展销，成为一
名“带货主播”，穿着黎锦“跳”出了
百万销售额，并在线下开办黎锦传
习班义务教学。

为更好地弘扬黎锦文化，海南
黎锦还先后亮相上海时装周、中国

国际时装周、斐济时装周，演绎了一
场民族风情与时尚元素交相辉映的
时装大秀，生动诠释了黎锦技艺在
保护传承与创新的表达诉求。黎锦
也多次走出国门，到英国、意大利、
韩国、日本等国家进行展演，进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向世界
展示黎锦技艺。

建议：文旅融合 传承创新

怎样使濒临失传的黎锦织造工
艺得以继承和发扬，走向五洲四海？

周和平认为，要充分运用现代科
技，对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和服饰制
作进行创造性发展和转化，开发文创
产品，使传统技艺焕发生机，引领时
尚，走向国际。

省旅文厅公共文化处（非遗处）
处长饶琼娟表示，既要以政府为主，
又要发挥好民间力量，利用新技术、
新手段做好非遗的传播。主动拥抱
互联网，借助新媒体力量传播，是

非遗、传统文化向国际传播的重要
途径。

对于黎锦如何更好地走向市场
走进生活，黎锦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刘
香兰认为，黎锦的图腾等元素不仅可
以点缀时尚服装、包包、围巾，也可以
融入随处可见的壁挂、杯垫、床上用
品、抱枕乃至生活装饰品中。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裘海索有个大胆的想法，未来可以在
黎锦制度化保护形态下，尝试引入先
进技术，加大传统黎锦服饰及周边产
品的生产，满足更多人对黎锦产品的
需求。

“作为海口十大公共设施文化建
设项目，海南省非遗展示中心现在已
经立项并动工，未来会在非遗展示中
心有一个黎锦馆。我们希望将其打造
成为一个鲜活的、贴近生活的黎锦展
示馆，让它成为一个文创产品的孵化
中心。”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主任陈佩对黎锦的传承充满信心。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

先后在上海时装周和海口骑楼大放异彩，黎锦的传承与创新引发全社会共同关注——

千年“活化石”期待焕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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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相关工作部
署，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在
全省开展“万名老兵创业行动
暨百站创百业活动”。海南省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海南
日报推出“建功自贸港 有我
有担当——退役军人创业先
锋”系列专题，挖掘退役军人
创业事迹，展示退役军人创业
风采，激发退役军人创业热
情，引导退役军人退役不褪
色、建功新时代，积极投身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努力营造
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良
好社会氛围。

走进苏礼权的办公室，最先映入
眼帘的是满柜子的荣誉证书和奖杯，
这是他创业以来收获的肯定和认可。

苏礼权是一名退役军人，1977
年入伍后，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
康复后被认定为二级残疾。尽管如
此，退役后的苏礼权还是如战斗中
那般，没有退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
劲头，在畜牧养殖方面闯出了一片
新天地。

苏礼权的创业史要从4头母猪
说起，1988年，他收到政府捐助的4

头母猪，他坚持钻研养猪新技术，选
择科学合理的饲养方法，通过加强卫
生防疫、提高管理工作等举措，实现
了经营目标。

随后，苏礼权不断扩大养殖规
模，还创办了儋州致富养猪专业合作
社，自己任总经理。一步一个脚印，
经过苏礼权和团队成员10余年的艰
苦打拼，合作社从最初的占地15亩
到现在的300亩，已发展成为当地具
有较大影响力的畜牧业企业之一。

在养猪技术逐渐成熟后，苏礼权

拓展养殖品类，发展罗非鱼养殖等养
殖产业。稳扎稳打扩大企业规模的
同时，他建设培训养殖示范基地，为
儋州当地的乡亲学习养殖技术提供
平台。合作社于2012年被评为“全
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并多次
被评为“优秀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路走来，苏礼权始终记得企业
的社会责任。贫困村民想脱贫又找
不到方向的情况，令他陷入了沉思。
他积极对接政府部门与农户，在政府
部门的指导下采用“合作社+农户”的

合作模式，向村民传授养殖技能，以
合作出资的方式带动村民走向畜牧
养殖发展道路，用实际行动带动当地
村民致富增收。

虽脱下军装，但苏礼权仍然保持
军人本色。“一个支部，一座堡垒，一
名党员，一面旗帜”是苏礼权办儋州
致富养猪专业合作社的管理理念，办
公室墙上规整的企业规章管理制度
和党员准则时刻督促着团队成员恪
尽职守，攻坚克难，齐心协力走好创
业路。 （撰文/陈曼）

儋州致富养猪专业合作社总经理苏礼权：

深耕畜牧养殖 致富不忘乡亲
苏
礼
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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