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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持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学史铸魂砺初心 税收惠民办实事

6 月 29日，国家税
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庆
祝建党100周年表彰大
会暨“永远跟党走”大型
文艺汇演在海口精彩上
演。此次文艺汇演全部
节目均由税务干部出演，
以讴歌中国共产党、歌颂
祖国、唱响新时代、赞美
海南为主题，展现中国共
产党走过的100年光辉
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颂扬“二十三年红旗不
倒”的琼崖革命精神和海
南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展现海南税务人对伟大
祖国、美丽家乡的热爱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汇演期间，与会领导还
为“光荣在党 50年”的
老党员以及全省税务系
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
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
织颁奖。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进一步做
好海南省税务系统群众
性主题宣传教育，今年以
来，全省税务系统将党史
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扛牢抓实，积极开展
学习辅导、参观交流、诵
读演讲、音频视频、文艺
表演等一系列丰富多彩、
主题鲜明的活动，让党史
学习教育活起来、新起
来、动起来，通过深学细
研，引导海南税务党员干
部不断从党的百年光辉
历程中汲取经验智慧和
精神力量，持续将学习成
果转化成为纳税人缴费
人办实事、解难题的工作
动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不断贡献税务力量。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为全省税务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颁奖。

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南省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召开后，海南税务系统将党
史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扛牢抓
实，省局党委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会议精
神，第一时间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及办公室，第一时间制定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培训计划，推动海南税务系统党
史学习教育保持良好态势，取得阶段性
成效。

以党建为引领凝聚合力。充分发挥
税务部门“纵合横通强党建”机制优势，
持续压实政治责任、深化条块融合、加强
横向打通、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全
省系统5个市级局、15个县级局均成立
相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班子成员认真

履行“一岗双责”，共同把好党史学习教
育进度关、质量关。

领导干部示范学。海南省税务局党
委发挥领学促学作用，坚持以更高的标
准、更实的举措学习党史，当好标杆。今
年以来共开展“第一议题”学习15次、党
委理论中心组学习7次、邀请专家辅导9
人次、举办领导干部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暨提升政治能力培训班 3
期，着力先学深学、示范带动。各市县局
党委会多次开展“第一议题”学习、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理论研究与
专题党课，打造党史学习教育“示范组”

“火车头”，进一步提振全省税务干部的
精气神。

青年干部融入学。省局机关青年理
论学习小组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创新开展

“微宣讲”活动，采取个人（集体）诵读、集
体研讨、小合唱、情景剧等形式，通过3分
钟左右的微视频深入浅出讲好党史故
事；各市县局青年理论小组通过举办专
家学习辅导、专题读书班、集中学习研讨
会、交流分享会、歌颂建党百年朗诵活
动、讲述经典等多种形式，有效推动青年
干部读经典、讲故事、悟真理。

党员干部全员学。全省税务系统
自上而下重点开展“十个一”活动：即重
温一次入党誓词、进行一次青年主题实
践、采写一批口述税史、讲述一批初心
故事、开展一次走访慰问、组织一次党
史知识竞赛、推介一批党建创优品牌、
提炼一批微型党课、选树一批先进典
型、办好一批惠民实事，持续掀起党史
学习教育热潮。

为在自贸港建设中扛起税务担当，
海南省税务局坚持以“制度创新”为突破
口，先后推出“无税不申报”制度、全国首
张不予税务行政处罚正面清单、增值税
发票申领“白名单”免检用票即时办结等
一批创新成果，不断减轻纳税人负担、提
高征纳质效，走出了一条具有可行性的
制度创新之路。

创新税收征管模式，从2019年7月
1日起在海口试点推广“无税不申报”
制度，实现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还责还
权于纳税人，有效促进营商环境的优化
提升。

出台全国首张不予税务行政处罚清
单，依托信息化固定处罚基准，最大限度
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切实减轻纳税人负
担，使税务处罚更加规范、公正。

联合公安部门，建立健全公安派驻
税务联络机制，于2019年8月22日率先
在三亚市成立了警税联合支队，以警税
共治规范税收经济秩序。

推行增值税等 6个税（费）种一表
集成申报、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10个税
种综合申报，在全国率先实现“集成申
报表+综合申报表+两个所得税申报”
极简申报体系（以下简称“两表+两税”
申报体系），纳税人只需2类申报表即
可完成16个税（费）种的纳税申报，大
幅降低了纳税次数和办税成本，为服
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税务智
慧”……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发布后，海南省税务局以超常规的举
措和行动，认真梳理工作任务，精心谋

划落实总体方案中各项涉税优惠政
策，第一时间发布相关政策的公告和
通知，进一步明确重要政策执行的口
径，及时完成申报表修订和系统升级，
迅速开展政策宣传培训，打通政策落
实“最后一公里”，确保税收优惠政策
直达快享。

“下一步，全省税务系统将以落实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
为契机，紧密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实际
和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海南自由贸易港税
收服务征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
发扬‘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精
神，积极探索创新税收治理，深入研究细
化工作措施，推动各项改革任务有效落
实。”省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庞革新
表示。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海南税务系统
立足税务部门职能，始终践行以纳税人
缴费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坚持把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党史学
习教育全过程，结合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和自贸港税收新政等，持续开展好“我为
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着力解决纳税人缴费人反映突出的
痛点堵点问题。

全方位落实优惠政策。通过门户网
站、微信公众号、线上直播等形式满足不
同纳税群体的不同政策需求；设立税务
咨询工作室提供专家团队个性化咨询辅
导，确保税收优惠政策宣传精准到位；党
员先锋队主动靠前服务践行初心使命，
深入不同类型企业、不同纳税群体问计
问需；结合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首届中国
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大活动安排，通
过组建“税小二”“自贸港建设税务专班”
团队，拓展“线上银税互动”等，开展“零
距离”涉税政策宣传辅导。

全流程优化办税方式。围绕减少纳

税次数、压缩纳税时间、减轻税费负担、
优化税后流程，印发《海南税务系统建设
自由贸易港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行动方
案》（2021年-2023年），从四方面提出
35条具体措施，持续推进纳税缴费便利
化改革，进一步为纳税人缴费人减环节、
减资料、减时间；充分利用数据集中优
势，着力打造智能高效的电子税务局，实
现146项线上申请事项当日办结，99%纳
税申报业务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推
行增值税等十六个税（费）种综合申报，
在全国率先实现“集成申报表+综合申报
表+两个所得税申报”极简申报体系，大
幅降低纳税次数和办税成本。

全天候提供优质服务。发布《海南
自由贸易港2021年度税费服务承诺》，在
税费申报缴纳、证明办理、退税办理、纳
税信用、投诉办理等五个方面做出10项
服务承诺；设立绿色办税通道满足老人
等特殊人群的办税需求，为习惯现金缴
税（费）人群保留现金办税窗口并提供

“一站式”服务，为行动不便的纳税人提

供上门办税服务；全省推广“首违不罚”
清单制度，因信息填写错误造成多退或
少缴税款，纳税人主动或经税务机关提
醒后及时改正的，可不予处罚；实施分类
服务和差异化管理，发扬“店小二”精神，
实现“无风险不打扰、低风险预提醒、中
高风险严监控”；全省共成立17个税务咨
询工作室，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专业快捷
涉税服务和辅导；招募税务体验师对“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措施真实体检，收集意
见建议并及时反馈落实情况。

海南省税务局局长刘磊表示，全省
各级税务部门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阔步前行，以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
契机，深入落实好税务总局和海南省委
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继续发挥好税务
部门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深入推进税务执法、服务和监管的理念
方式手段变革，大幅提高税法遵从度和
社会满意度，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撰文/曲易伸 刘碧波）

海南省税务部门积极开展“我为纳
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活动，图为税务干
部上门对企业进行车购税宣传辅导。

海南省税务局举办“学党史 强技能”党史知识竞赛决赛。
（本版图片由海南省税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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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税务局干部在省史志馆重温入党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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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税务局着力打造智能高效
的电子税务局，实现99%纳税申报业务
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图为税务干
部辅导纳税人通过手机办理涉税业务。

党建引领 深学细研百年党史

制度创新 “放管服”激发新活力

聚焦民生 学党史为民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