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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慧

到医院门诊去挂号看病拿药，花
了144元，个人需要自付多少？

“门诊看病现在也能报销了，我自
己付了72元，报销医保72元。”近日，
因失眠到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看
病拿药后，海口市民陈建英在医院工
作人员指导下，完成了普通门诊费用
报销，按照规定，她只需要支付50%
的医药费用。

从今年1月1日起，《海南省城镇

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共济
保障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门
诊共济保障办法》）正式施行，将门诊
费用纳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
围，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此前，我省职工负担比较重的住
院、门诊慢特病得到了有效医保保障，
但是职工多发病、常见病普通门诊尚
未纳入医保保障范围。

“普通门诊费用报销，是一个从无
到有的转变，进一步完善了我省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和政策体系。”省医疗保

障局局长贾宁表示。
普通门诊报销政策于今年1月1

日起施行。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
发现，很多基层医院正在加大对普通
门诊报销政策的宣传，配合做好政策
落地执行工作。

“我们把普通门诊报销的流程都
打印出来，放到各个科室，要求医生看
诊时向患者说明，及时告知患者该政
策。”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医保办公室
主任李植新介绍，《门诊共济保障办
法》印发后，医保中心已经向全院进行

传达学习，并在医院的电子屏幕滚动
播放普通门诊报销的起付标准、报销
比例等政策内容。

为让医保进一步便民惠民，增强
参保人员就医获得感，我省《门诊共济
保障办法》规定，在不同级别的定点医
疗机构看病，门诊费用的起付标准、报
销比例不一样。比如级别在一级及以
下的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站，年度起
付标准为10元，报销比例为70%。

“最近家里小孩生病，去附近的
大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针230

元，自付部分仅76元，剩下的都报销
了。”家住海口市琼山区忠介路的市
民李云说。

“门诊报销起付标准和报销比例
差异化规定，是为了保障参保人看病
有多样化选择，无论是去社区服务站，
还是市级、省级医院，都可以报销。同
时鼓励大家就近看病，比如感冒发烧
之类的小病，就近到基层机构看，又能
报销又不用排队，就诊更方便。”省社
保中心（医保中心）主任周俊说。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我省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普通门诊纳入医保报销
闪耀“警”色 最美是你——

“海南省公安机关最美警察”事迹展播

关注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刘雅）海南日报记者1
月28日从海南铁路公司获悉，自1月
17日春运开始后，琼州海峡车客过
海需求旺盛，春运前十天海南铁路轮
渡车客运输指标全面提升，累计发送
旅客10.3万人次、车辆3.1万辆次，分
别较去年春运同期上涨了138.3%、

80.15%。
针对临近春节货车过海需求减

少的情况，海南铁路轮渡方面调增了
网上预约小汽车的票额，同时根据
船舶现场装载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最大化地满足旅客返乡过海需求。
目前，小汽车按照预约时间基本实
现随到随走。

2022春运前十天

海南铁路轮渡
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云蕾 陈栋泽）今年春节
黄金周期间（1月31日-2月6日），美
兰机场预计执行航班约3461架次，运
送旅客约43.2万人次。这是1月28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获悉的。

1月31日-2月15日，美兰机场
还将举行以“虎啸迎新春 美兰大
BUY年”为主题的盛大商业促销活
动。广大旅客可在活动举办期间享受
购海口进出港机票送 cdf 免税代金
券、进店红包大派送、免税现场买满送
豪礼、抽取豪华大礼包等多重福利。

海口美兰机场：

春节黄金周预计
运送旅客逾43万人次

近日，海南师范大学志愿者利用寒假时间，在海口高铁东站提供志愿
服务，温暖旅客的回家路。图为志愿者谢愉帮助旅客购票。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志愿服务
温暖回家路

坚守一线40年的林春光：

森林公安“老黄牛”
■ 本报记者 良子

1月25日，在广东省揭阳市人民医院一间病
房内，58岁的林春光安静地躺在床上，见到前来
慰问的同事，他才表现出轻微的意识。当天，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带队看望慰问
林春光，将其近日荣获的“2021海南省公安机关
最美警察”特别致敬奖的奖状交到他手上。

这名在琼中森林公安工作一线坚守40年的
老民警，被同事称为森林公安“老黄牛”。

这些年，林春光成功破获野生动植物案件
18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0多人，为国家挽回经
济损失180多万元。

2021年9月10日中午，林春光突发不适，被
家人送到医院ICU抢救。经诊断，林春光为脑干
出血。目前，经悉心治疗，林春光已从ICU转至
普通病房。

在病房里，面对意识微弱的林春光，他的同事
说：“光哥，你一定要保重身体，早日归队，我们要为
你准备一场退休仪式。”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代言人谭德松：

坚持“党建+N”治理模式
■ 本报记者 良子

“这份荣誉，将时刻提醒和激励自己。”日前，
在海南省公安机关立功集体英雄模范媒体见面会
上，当选“2021海南省公安机关最美警察”的海口
市公安局新埠海岸派出所负责人谭德松说。

2018年10月，谭德松到新埠海岸派出所负责
全面工作，针对辖区矛盾纠纷多发、治安形势复杂
的局面，他带领民警坚持和发扬“枫桥经验”，突出
党建引领，坚持“党建+N”治理模式，不断推进社会
治理创新，助推“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

在推动平安建设方面，谭德松发挥派出所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党支部为桥梁纽带，坚持
党群结合，构建起“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网、防控
全覆盖”的治理格局。

同时，谭德松协调联合多部门成立了“新连
心”维权服务中心，把矛盾纠纷调解点设到群众家
门口和工地上，推出“所队吹哨，部门报到”“一站
式解决”“群众少跑路，民警多操心”“矛盾纠纷调
解专家库”“远程调解”等服务举措，大大提升了矛
盾纠纷化解的成功率。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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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我省税务稽查部门

依法对三亚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
行立案检查，通过深入比对该公司预收
账款、其他应付款等科目明细账、商品
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备案表、发票
开具明细等相关信息，结合土地增值税
清算报告，发现该公司销售收入未按税

法规定期限足额申报，存在业务招待
费、广告和业务宣传费、利息费用以及
佣金手续费超标准列支等问题。稽查
部门依法出具税务处理决定书，决定追
缴该公司少缴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
税款3123万元，并追缴相关滞纳金，目
前税款已全部追缴入库。

查处三亚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超标准列支费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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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我省税务稽查部门

依法查实一宗走逃失联企业暴力虚开
发票案件。海南三亚某实业有限公司
空壳经营，自办理税务登记以来没有依
法申报纳税，非法从北京、上海、重庆、
深圳、贵州、浙江6个省市77家公司取
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474份，发票

金额24696万元，税额3210万元，对外
虚开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
24705万元，税额3212万元，并采取走
逃失联、大宗交易未付款以及资金回流
等方式逃避检查。稽查部门依法将以
上发票开具行为定性为虚开，按规定移
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查处海南三亚某实业有限公司暴力虚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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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我省税务稽查部门

在对海南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部分
发票受托协查线索检查时，发现该公
司存在其他涉税违法行为，从而进一
步扩大检查。通过深入检查核实，发
现该公司将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
的费用3811万元归集至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开具不符合规定的农产品收
购发票，擅自扩大农产品发票使用范
围，取得不合规发票、无发票税前列
支。稽查部门依法查补企业所得税
572万元，对发票违规行为罚款1万
元。该公司已将查补税款、滞纳金和
罚款共计726万元入库。

查处海南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违规加计扣除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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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8月，我省税务稽查部门

成功破获海口某石化有限公司虚开
发票案件。该公司为1999年注册成
立的具有成品油批发资质的商贸企
业，主要从事石油及制品批发。检查
组通过查询银行账户、检查企业账户
凭证、实地调查等方式发现，该公司

以伪造业务物流仓储资料和资金回
流方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向外省
企业虚开21份货物品名为“汽油”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金额 2096 万
元。稽查部门依法认定该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行为，并移送公安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

查处海口某石化有限公司虚开发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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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我省税务稽查部门

接到有关部门移送的线索后，依法对海
南某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有关涉税
违法线索立案查处。检查组通过调取
账簿资料、外围调查、银行流水比对以
及询问有关人员等方式，发现该公司存

在税前扣除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员
工个人机票、车票、油票支出，共计
2566万元。稽查部门依法追缴该公司
企业所得税523万元，并加收滞纳金。
该公司依法将查补税款523万元，滞纳
金180万元全部缴纳入库。

查处海南某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违规列支成本案件

2021年 1月，我省税务稽查部门
对海南某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检查取得
突破性进展。检查人员进行案源分析
后，进一步开展实地调查，约谈公司有
关人员，查实该公司取得教学楼相关设
施回购款9950万元、学生公寓和食堂

回购款3500万元未计入应税收入，未
依法及时申报纳税。稽查部门依法追
缴该公司2010年少缴企业所得税533
万元并加收滞纳金。该公司积极配合
稽查执行，于2021年3月10日缴清税
款533万元和滞纳金533万元。

查处海南某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少计应税收入案件5

2021年 1月，我省税务稽查部门
收到海南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涉嫌接
受虚开发票的线索并第一时间立案查
处。检查发现，该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及
制品批发，在不存在真实交易的情况
下，违规取得4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

抵扣47份，涉及开票金额3876万元，
税额659万元。稽查部门依法责令该
企业转出增值税进项税额，追缴企业所
得税969万元，对虚列成本定性为偷
税，罚款484万元。目前该企业查补税
款和罚款累计1453万元已全部入库。

查处海南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偷税案件4

2021年 3月，根据上级部门交办
线索，我省税务稽查部门依法对海南
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检查。
通过实地检查企业账簿、会计凭证、企
业所得税申报表、相关协议及资金拨
付文件，发现该公司将 2019 年至

2020年期间收到相关补贴 52910 万
元违规列入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入，
未按规定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稽查
部门依法追缴该公司少缴企业所得税
12435万元，目前该查补税款已全部
入库。

查处海南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少缴税款案件3

2021年以来，我省税务稽查部门
深化六部门协作机制，对洋浦地区运
输行业开展专项整治。历经半年多的
侦查，税警联合专案组成功破获一起
虚开运输服务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该
团伙在实施虚开犯罪后没有走逃失
联，而是开设一段时间后办理正常注

销，然后重新注册公司实施虚开，虚构
正常经营运输服务，为下游受票企业
虚开发票获取不法利益。该案件涉及
洋浦地区4户运输企业，抓获犯罪嫌
疑人4名。该团伙涉嫌虚开发票3961
份，涉及发票金额7.46亿元，税额0.69
亿元。

查处洋浦某空壳运输企业团伙虚开案件2

1

“南剑1号”专案是海南首起、全
国第二起虚开增值税电子专票案件，
也是海南警税双方依托警税联络机制
破获的一起典型的暴力虚开案件。
2021年3月，海南税务部门联合公安
机关，在江苏、海南、陕西和广西等地

联合实施收网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
人20名，涉及空壳企业308户，涉案
金额5.76亿元，做到了快速预警、快速
应对、快速阻断、快速止损，实现了对
虚开电子专票犯罪行为“露头就打”，
有效保障了专票电子化改革。

查处“南剑1号”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虚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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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以来，海南省税务部门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紧扣维护经济税收秩序、维护国家税收安全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目标，充分发挥税务稽查
“利剑”作用，联合公安、海关、银行、检察和外汇等有关部门重拳出击，破获多起税收违法犯罪案件，为优化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发挥执
法震慑作用，营造诚信纳税氛围，现将以下10起涉税违法案件予以曝光。

海南省税务局曝光10起涉税违法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