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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不预约，可以进行年度汇算清缴吗？
答：可以的。如果您想3月1日至3月15日期间办理年度汇

算清缴，需要在2月16日后登录个税APP预约办税。如果在3
月16日至6月30日之间的任何一天，可以直接办理，无须预约。

问：年度汇算初期办理需求是指什么？
答：是指纳税人自己主观意愿和实际需求，需要尽早办理年

度汇算清缴。

问：哪种情况需要办理年度汇
算清缴？
答：两种情形的纳税人需要

办理年度汇算：一是申请退税的，
即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汇算应纳
税额且申请退税的；二是需要补
税的，即纳税年度内取得的综合
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
金额超过400元的。另外，因适用
所得项目错误或者扣缴义务人未
依法履行扣缴义务，造成纳税年
度内少申报或者未申报综合所得
的，纳税人应当依法据实办理年
度汇算。

问：3月1日后再预约还来得及吗？
答：3月1日以后直到3月15日，纳税人仍然可以通过手机

“个人所得税”APP 预约办税，选择未约满的任意日期预约即
可。当然，纳税人也可以不预约，3月16日后直接登录手机“个

人所得税”APP或网页端办理汇算申报。

对大众所关心的部分问题，海南省税务局为广大纳税人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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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曲易伸 朱敏）3月1日，
全国将开始进行2021年度个人所
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2 月 16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税务局
获悉，为鼓励错峰办理，今年，税务
部门首推预约办理服务，有年度汇
算初期（3月1日至3月15日）办理
需求的纳税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自2月16日起，登录手机“个人所得
税”APP预约 3月 1日至 3月 15日
中的任意一天办理。

办理汇算清缴的时间为3月1日
至6月30日。其中，在中国境内无
住所的居民纳税人如果提前离境的，
可以在离境前办理年度汇算。需要
说明的是，为帮助纳税人高效便捷、
合理有序地完成年度汇算，税务机关
将通过一定方式分批分期通知提醒
纳税人在确定的时间段内错峰办理，
建议纳税人尽量在约定的时间内办
理，以免产生办税拥堵，影响办税体

验。3月16日至6月30日，纳税人
无须预约，可以随时办理年度汇算。

据悉，为便利纳税人，海南省税
务局为纳税人提供三种办理渠道。

一是网络办。纳税人可优先通过自
然人电子税务局办理年度汇算，税务
机关将为纳税人提供申报表项目预
填服务。二是大厅办。纳税人可选

择就近的办税服务厅办理，税务机关
提供专业服务指导。三是邮寄办。
纳税人如不方便通过上述两种方式
办理，可以选择将申报表寄送到税务

机关公布的指定地址，由专门的税务
机关负责联系办理。

此外，对于独立完成年度汇算存
在困难的年长、行动不便等特殊人
群，由纳税人提出申请，海南省税务
局可提供个性化年度汇算服务。

同时，海南省税务局将推出系列
优化服务措施，加强年度汇算的政策
解读和操作辅导力度，分类编制办税
指引，通俗解释政策口径、专业术语
和操作流程，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提
示提醒服务，并通过手机“个人所得
税”APP、网页端、12366纳税缴费服
务平台等渠道提供涉税咨询，帮助纳
税人解决办理年度汇算中的疑难问
题，积极回应纳税人诉求。

海南省税务局温馨提醒各位纳
税人：年度汇算开始前，纳税人可登
录手机“个人所得税”APP，查看自己
的综合所得和纳税情况，核对银行
卡、专项附加扣除涉及人员身份信息
等基础资料，为年度汇算做好准备。

个税年度汇算已开放预约办理
可预约3月1日至15日任意一天办理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我很看好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前
景，回来建设家乡义不容辞。”2月16
日，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
招聘大厅参加“海南自由贸易港招才
引智 春节返乡人才对接会”的“海
归”人才陈晓丹说。

本科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硕士毕业于英国卡斯商学院的陈晓
丹是海口人，曾在上海工作一年。谈
及返乡应聘，她分析道，随着自贸港
利好政策的持续释放，不断吸引境内
外众多优质企业和高端人才，相信海
南的优势会更加彰显。

曾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攻读采
矿专业硕士学位的秦然，也把求职地
点锁定为海南。“我老家是山西省大
同市，家人也支持我到海南发展。”秦

然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到海南求职，
我就是奔着自贸港来的！”

秦然认为，海南矿业面临新的
“掘金”机遇，这个“掘金”不是指金
矿，而是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
相关产业链有“掘金般的机遇”，即广
阔的发展空间。

不仅仅“海归”们把求职目光投
向琼岛，省内外相关人才也纷纷在海
南应聘。

“我除了受到自贸港政策的吸
引，还对海南的优质生态环境和气
候条件十分向往。”来自甘肃省平凉
市的胡冠东说，他学的是法学专业，
希望在海南会有新的更好发展机
会。

专程从湖北省荆州市赶到招聘
会现场的张邱莉，是长江大学传播
学专业毕业生。刚投了几份简历的

她给自己打气：“今年海南的招聘会
才刚刚开始，后续还有不少招聘会，
相信最终会找到心仪的工作。”

高嘉翔是海口人，2021年6月毕
业于海南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
化专业。他自豪地说：“海南自贸港
很有吸引力，我们班上同学无论来自
省内还是省外，有很多人选择留在海
南就业。”

据统计，招聘会全天入场求职
1614 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 1211
人、占比75%。当天初步达成就业意
向224人次，当场录用19人。

海南自贸港对人才的吸引力，相
关招聘单位深有体会。

“我今天共收到46份简历，一半
以上来自省外，其中有6位是‘海归’
人才。”海南省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现场招聘工作人员说，大

量优质人才将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
推动力量。

海南清控李子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年薪60万元招聘园区运营总经
理。“我们有诚心、决心、信心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以实际行动体现海南
自贸港的良好发展环境。”该公司现
场招聘工作人员表示。

“此次招聘会共有35家用人单
位入场，提供1095个优质岗位，主
要集中于管理类、IT类、医疗医药
类、金融类等行业，人才回流之势明
显。”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天用人单位
共收到简历2452份，其中省内户籍
1694 份次，省外户籍 758 份次；省
内院校毕业994份次，省外院校毕
业1458份次。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海南自贸港招才引智春节返乡人才对接会上，人才回流明显，有求职者表示：

“我就是奔着自贸港来的”

国家举重队、国家跆拳道队
出任五指山旅游形象公益大使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谢凯）2月15日，五指
山市在水满乡毛纳村举办了2022五指山旅游形
象公益大使推介暨元宵联谊活动，邀请国家举重
队、国家跆拳道队全体队员出任五指山旅游形象
公益大使，旨在将奥运精神注入五指山城市发展，
推动五指山奔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近年来，五指山市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优势、气
候优势、独特的民族风情资源优势，为运动健儿创
造了很好的训练环境。奥运冠军、中国男子举重运
动员石智勇表示，五指山空气特别好，负氧离子含
量高，他这些年在五指山冬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近年来，五指山的体育活动蓬勃开展，五指山
亲水三项挑战赛、第二届“五指山大力神杯”青少
年足球冬令营邀请赛、海南国际定向运动旅游周
五指山站、海南省举重U13-U17锦标赛等比赛
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擦亮了五指山运动胜地的招
牌。此次国家举重队、国家跆拳道队出任五指山
旅游形象公益大使也将进一步弘扬奥运精神，提
升五指山旅游形象知名度，促进五指山“旅游+文
化+体育+美食”的深度融合，推动五指山旅游体
育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举重队主教练于杰表示，五指山应用好
体育这张名片，多举办一些国内外体育赛事，让更
多全国、全世界游客都来到五指山进行康养旅游。

今明两日海南岛
最高气温或升至32℃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符晓虹 李凡 吴春娃）据省气象台2月16日预
报，17日至18日白天，海南全岛多云，局地有小
阵雨，气温逐日升高，最高气温或升至32℃。

陆地天气预报方面：预计17日至18日白天，
海南全岛多云，局地有小阵雨；气温逐日升高，18
日最高气温西部和南部地区 29℃～32℃，其余
地区 26℃～29℃；最低气温中部地区 18℃～
20℃，其余地区20℃～22℃。18日夜间，全岛阴
天间多云有小雨，气温下降。

全省主要路段交通气象预报方面：预计17日
至18日白天，海南岛东线高速公路海口至万宁路
段、中线高速公路海口至琼中路段，阴天间多云有
分散小雨，交通运输气象条件总体较好。18日夜
间，海南岛各高速公路路段，阴天间多云有小阵
雨，有雨时对交通运输有一定影响。

琼州海峡通航气象条件预报方面：预计17日
到18日白天，多云，东到东南风4至5级、阵风6
级，通航气象条件良好。18日夜间，阴天有小雨，
东北风6级、阵风7至8级，通航气象条件较差。

未来4至7天气象条件趋势预报方面：预计
18日夜间至22日，受冷空气影响，全岛将有一次
降温降雨过程，对交通运输有一定影响。

大型史诗原创舞剧
《昭君》3月7日亮相海口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习霁鸿）3月7
日，大型史诗原创舞剧《昭君》将“登陆”海口湾演
艺中心，为海口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精彩演出。

舞剧《昭君》讲述了汉元帝时期，为了保边塞
安宁，王昭君“请缨赴塞上”，完成和亲宁边使命、
促成民族和睦的一段佳话。

该舞剧为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大型舞台
剧作品资助项目，系2017年上海国际艺术节剧目
展演入围作品，荣获2017年白玉兰戏剧奖提名
奖，并在2018年荣获第十五届北京舞蹈大赛舞
剧、舞蹈诗评奖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艺术“学院
奖”“最佳作品奖”“最佳音乐奖”，2019年参加第
十五届中国（深圳）文博会艺术节开幕式演出。

据介绍，《昭君》在舞美、服装、舞蹈、音乐等方
面都非常考究。舞台美术简约大气，色彩鲜明而
不耀眼。剧本结构设置的几个跨地域文化风貌特
征的大场景，也给舞美设计带来了极大的想象空
间。服装道具繁简得当，雅俗共赏。舞蹈特色鲜
明，在汉朝部分选取了古典舞中汉唐风格的动作
体态，场景大气雍容，圆润流畅。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万宁加快推进
60岁以上老人接种疫苗工作

本报万城2月16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吴小静）“莫阿婆，我们带着疫苗上门来了！”2月
15日，正值元宵团圆佳节，一大早，万宁市山根镇
大石岭村党支部书记邢增强便带着流动疫苗接种
分队医护人员，入户开展疫苗接种工作。

连日来，万宁全市各乡镇的党员干部进村入
户，发动60岁以上老人接种新冠疫苗。海南日报
记者了解到，万宁市充分发挥党员联系群众的制
度优势，通过各镇村干部及党员下村入户“劝”

“接”等方式，对未接种人员进行再宣传再动员，逐
村逐户开展拉网式接种工作。同时成立了疫苗接
种流动分队，进村入户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接种新
冠疫苗，将安全、健康送到群众家。

“昌江务工直通车”
助478名务工人员赴粤

本报石碌2月16日电（记者刘
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陈淑
嘉）2月16日上午，2022年春风行动

“点对点”劳务输出欢送仪式在昌江黎
族自治县市民广场举行，来自该县乌
烈、十月田等乡镇478名外出务工人
员免费乘坐“昌江务工直通车”，踏上
赴粤务工之路。

2月16日，在海南环岛高
铁棋子湾站，乘客有序排队上
车。元宵节后，春运返程客流
迎来大流量，我省各地交通枢
纽严格落实防疫举措，保障旅
客平安出行。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张芷毓 图/文

春运返程客流
再迎高峰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王
亚龙）2月14日晚，从三亚飞往成都
的海南航空HU7303航班上，一名女
乘客突然羊水破裂即将分娩，乘务组
紧急处理，用毛毯搭起“临时产房”，在
全体机组人员和一名护士旅客的帮助
下，女乘客顺利诞下男婴，客舱内旅客
们发出阵阵掌声，庆祝小婴儿在万米
高空平安诞生。

当天21时10分，HU7303航班从
三亚起飞。飞机平飞后不久，一名女乘
客使用洗手间出来后，神色有些慌张，
乘务员黄瑞婷发现后立即上前问询，得
知该乘客即将分娩，需要紧急救助。

情况紧急，黄瑞婷立即报告客舱
经理和乘务长。乘务长王潇得知情况

后果断安排该乘客平躺在后舱连排座
位上。客舱经理高璐立即向机长汇报
客舱特殊情况，机长决定临时返航三
亚，同时乘务组在飞机上为旅客生产
做好准备。

乘务员接着通过广播寻找医护人
员进行协助：“各位旅客，现在飞机上
有位旅客即将分娩，如果哪位旅客是
医生或护理人员，请马上与乘务员联
系，谢谢！”

“我是护士，可以为孕妇生产提供
帮助！”一名女乘客从座位上起身，急
忙赶往后舱协助。

随后，乘务员利用毛毯遮挡住该
区域，紧急搭建起了一个“临时产
房”。乘务组迅速组建起“空中紧急助

产小组”协助护士，一边提供毛毯、橡
胶手套、急救箱及应急医疗箱等分娩
备用工具，一边安抚产妇，缓解她的不
适和焦虑。

当天22时21分，在全体机组人
员、护士的共同配合下，旅客顺利诞下
一名男婴，母子平安。

听到婴儿清脆悦耳的哭声，客舱
内响起了阵阵掌声，旅客纷纷欢呼“生
出来了！生出来了！”

“在飞机上见证生命的诞生！在
这种紧急情况下，所有的机组人员、白
衣天使果断伸出援手，为小生命的诞
生拼尽全力，正能量满满啊！”

“当客舱里响起掌声的那一瞬间
才真正懂得生命的珍贵，恭喜这位母

亲！也祝福这个幸运的宝宝！”
旅客们纷纷点赞，对机上旅客和

空乘人员来说，这是一趟感人的难忘
之旅。

此时，海南航空签派控制中心已
提前联系三亚分公司地面保障人员安
排救护车第一时间赶往机场待命，参
与现场保障。22时23分，航班顺利
返航三亚，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急救中
心医护人员及时进入客舱对母子进行
紧急医学处置，并护送两人搭乘救护
车前往三亚市中心医院。

“针对这些特殊情况，我们都是有
预案的。”高璐说，为了更好地处置机上
分娩、机上急救等突发情况，在乘务员
日常训练中，海南航空除注重乘务专业

知识技能的培训，同时增加了对航空医
学知识和特情处置方面的训练。

为做好后续保障工作，海南航空
三亚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带队提前到达
医院，全程陪同协助旅客办理住院手
续。因旅客刚生产完身体虚弱，身边
没有家属及朋友陪同，海航现场工作
人员担当起“家人”的职责，尽心尽力
提供照顾。

海南航空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
飞机在高空飞行，空气中氧气相对减
少，气压降低，对孕妇乘坐飞机有一定
的限制条件。为了保障乘机人的出行
安全，有身孕的乘客应按照航空公司
相关乘机规定搭乘飞机，确保自身和
胎儿的安全。

一名孕妇飞机上临产，空乘、旅客助其顺利分娩

万米高空上的“临时产房”

出发 出发

临高“点对点”输送
53名劳动力就业

本报临城2月16日电（记者张文
君 通讯员王信隆）2月16日，临高采
取“点对点”方式，输送53名劳动力到
海南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业。

临高还与海口市龙华区、秀英区
建立长期的合作和帮扶机制，建立家
政服务供需对接，引导和鼓励农村劳
动力到家政服务领域就业，促进农村
劳动力就业增收。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2年2月15日12时-2月16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2

12

6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8

27

11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