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税务之窗

4 月 1 日上午 11 时，国家税务总
局三亚市税务局举办全国第 30 个税
收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采用线
上网络直播方式，专门从该局各相关
业务科室抽调业务骨干在线上解读相
关税收政策，向广大纳税人介绍税收
宣传月活动重点内容和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重要举措，与纳税人开展互动交
流。启动仪式还邀请三亚传媒影视集
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三亚广播电视台和
三亚日报等新闻媒体全程跟踪宣传报
道。

在当天上午的税收宣传月启动仪
式上，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税务局各
区局还积极发动纳税人参与启动仪式
直播活动，同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举
办形式多样的税收宣传月活动启动仪
式，形成全市上下联动、同频共振的
宣传声势。

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税务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为更好地落实国家税务
总局的部署要求，营造浓厚的税收宣
传氛围，提高纳税人满意度，增强纳
税人获得感，该局在税收宣传月将紧
扣“税收惠民办实事深化改革开新

局”主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建党 100

周年和“十四五”良好开局，主要做好

八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庆祝建党 100 周年、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二是广泛宣传税务部门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纲

要涉税任务，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的举措；三是深入推进精确执法、精

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重要举

措，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社会满意度；

四是围绕“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

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广泛宣传税

务部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税收营商环境、推行便民办税措施、

办好惠民实事的积极探索及成效；五

是广泛宣传税收法律法规和税费优惠

政策；六是广泛宣传税务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服务发展大局、助力全
面小康的担当奉献精神；七是广泛宣
传从 30 年税收宣传月看税收改革历
程和国家发展变化；八是广泛宣传税
务部门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历

程及成效。

笔者了解到，在税收宣传月期间，

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税务局将开展

“税务人讲述建党百年历史”主题宣

传、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及“十四
五”开局专题宣传、“深化改革优化

执法改进服务”媒体采访、“我为纳

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主题宣传、线上税法“六进”

“税官讲税法”等税收普法教育宣

传、“优化执法服务促进征纳和谐”

稽查案例主题宣传、组织参加“讲述

决胜全面小康的‘税月’故事”、“30

年税宣岁月三亚税务这样走过”主

题宣传等活动。

其中，开展“税务人讲述建党百年

历史”主题宣传活动中，将结合建党

100 周年主题，由市税务局组织各区

局收集建党百年各个历史时期优秀党

员事迹素材，通过主流媒体宣传报

道，同时拍摄制作批优秀党员的专题

记录片，通过税务干部的讲述，展现

各个历史时期税务人无私奉献的革命
精神、迎难而上的拼搏精神和锐意进
取的创新精神。

开展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及“十
四五”开局专题宣传活动中，市税务
局、各区税务局将充分利用主流媒体

和新媒体平台，重点宣传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
告》部署，进一步巩固拓展减税降费
成效，解读好继续实施和新岀台的优
惠政策，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
体，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机制和做
法；充分挖掘税收大数据优势，解读
好反映好经济发展走势；解读好税收
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创新做法
和经验成效，助力实现“十四五”良好
开局。

在开展“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
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主题宣传活
动中，将围绕我市“我为纳税人缴费
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重要
举措，市税务局、各区税务局将通过
宣传报道、直播速递制作视频等方式
开展宣传。重点宣传好为解决纳税人
缴费人难题推出的便民利民惠民服务
措施，深入解读“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开展八年来的成效，以及给纳税人、
缴费人带来的获得感。

(黄世烽 钟承伟）

三亚市税务局举办全国第 30 个税收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工作人员与
纳税人线上互动。

三亚市税务局启动全国第30个税收宣传月活动

线上直播宣传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本月将开展“税务人讲述建党百年历史”主题宣传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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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的部署和省委安排，海
南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二驻点指
导组对三亚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
作开展驻点指导。

指导组进驻期间设立值班电话：
0898-31001101；

邮政信箱：三亚市A044 号邮政
信箱；

电 子 邮 箱 ：syzfdwjyzd@126.
com;

指导组受理电话时间为每天 8：
00-20：00，受理来信来电和电子邮
件的截止日期为6月30日。

三亚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受理信电联系方式

关注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Sy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Sy

平安三亚建设Sy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4月 1日，
记者从三亚市征兵办了解到，2021年
全国下半年征兵（男兵）于当天开始网
络报名，适龄青年可登录全国征兵网
（https://www.gfbzb.gov.cn/）报名。

根据年初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

的2021年征兵命令，下半年征兵自8
月15日开始，9月30日结束。征集对
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
校毕业生征集，优先批准理工类大学
生和备战打仗所需技能人才入伍。

今年已明确直辖市、省会城市和

高校集中地区全部征集具有高中毕
业以上文化程度青年，其他地区减少
并逐步取消初中生征集。据悉，在抢
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
的优秀青年，烈士、因公牺牲军人、
病故军人子女和兄弟姐妹，现役军人

子女，符合征集条件的应当优先批准
入伍。少数民族居住集中地区应当
多征集懂双语言、文化程度较高、综
合素质好的少数民族青年入伍。革
命老区应当多征集老红军、老复员军
人后代入伍。

今年下半年征兵报名昨日开始
适龄男青年可登录全国征兵网报名，女青年6月26日报名

本报讯（记者 刘琪成 通讯员 张
海哲）三亚街头来来往往的电动车几
乎成为市民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部
分家长为了孩子上下学方便，就让未
满 16 岁的孩子驾驶电动车或摩托
车，殊不知这是把危险交到孩子手
中。

3月 31日，记者来到海南中学三
亚学校附近走访，11点半正值接学生
放学的高峰期，许多家长驾驶电动车
在道路两旁等候学生放学，家长们大
多也为孩子准备了安全头盔。“现在
严查严抓，大家都自觉佩戴头盔。”现
场等候的一位家长表示，当记者问及
是否知道 16岁以下孩子不能驾驶电
动车或摩托车时，这名家长表示“不
清楚，应该不行。”

12点整，学生们陆续从校园里走
出来，三亚交警吉阳大队河东中队联
合陵水交警组成临时执法团队，在学
校门口设卡点，对三亚中学生违法驾
驶电动车的情况加以整治。在整治

行动中，一名未满 16 周岁的学生驾
驶电动车被交警拦了下来，由于其父
母不在三亚，交警便联系学校相关负
责人到场处理。“我之前不知道没满
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今天经过交警
叔叔的教育，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
误，下次不会再骑了。”在整治行动中
被处罚的学生说。

依据有关规定，学生未满 16 周
岁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16 周岁以
上的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不
得搭载人员，经过近一上午的走访
发现，多数家长与学生的安全意识
有待提高。记者了解到，中小学生
驾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违
法行为，交管部门按照“三个一律”
处理，即一律通知其家长前来处理，
责令家长、监护人加强管教；一律通
报学校，加大批评、教育、曝光力度；
将机动车交给中小学生（未成年人）
驾驶的，一律罚款 2000元、吊销其机
动车驾驶证。

三亚交警按“三个一律”严查交通违法行为：

将机动车交未成年人驾驶
一律罚2000元并吊销驾照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记者从海南
铁路公司海口机辆轮渡段了解到，4月
1日起，铁路轮渡南港全面实行电子客
票。

据了解，实行电子客票后，购票方
面，过海小汽车车主和散客可通过“铁
路轮渡”微信号、港口窗口等渠道购买
旅客船票，购票流程和购票证件均没有
发生变化。验票方面，港口进站检票凭
证，由过去的“身份证件+船票”，简化为
持有效身份证件实现“一证通行”，减少
了取票的环节，极大提升了进站效率，

节约了旅客出行的时间成本，能有效防
范丢失船票等风险。

据介绍，实施电子客票是铁路部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运用
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手段，持续提升旅
客便捷出行的美好体验，深入实施客
运提质计划的重要举措。此次铁路南
港在琼州海峡率先推行电子客票，是
铁路轮渡“智慧港”项目建设的第一
步，后期将通过持续完善设备设施，实
行货票电子化，持续为广大过海旅客
提供出行便利。

3 月 31 日，交警在整治行动中为学生佩戴安全头盔。
本报记者 刘琪成 通讯员 张海哲 摄

铁路轮渡南港推行电子客票

本报讯（记 者 吴 英 印 通 讯 员 周
莹）2019年底，违法行为人王某云等人
为了加工出售砂石谋取利益，深夜在
海棠湾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附属幼
儿园附近的空地上偷挖砂石,先后共
盗挖了价值62640元的砂石，造成国家
矿产资源损失和周边生态环境受到破
坏，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公共利
益。王某云等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后，
依法被三亚中院判处有期徒刑，并责
令对遗留在现场的193.2立方米砂石进
行回填。

3月 31日上午，三亚中院执行局法
官吴忠等人抵达案发现场，监督被告

人执行回填判决。在执行现场，吴忠
等人指挥装载机对非法采砂后留下的
积水深坑进行回填，通过此次强制执
行，积水深坑已被全部回填平整，被破
坏的土地得到有效修复，进一步改善
了周边生态环境。

近年来，三亚中院始终保持高压态
势，大力打击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犯
罪。同时，始终秉承“谁破坏、谁修复”
的工作思路，严格追究赔偿责任，强化
执行修复工作，有效修复受损生态，将
严惩犯罪与生态治理有机结合，让遭到
破坏的环境重焕生机，通过有力的司法
服务和保障推动三亚绿色发展。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冯谋
瑞）“没想到，用自己的银行卡帮别人
转账套现，竟是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近日，三亚红沙海岸派出所成
功规劝一名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
网上在逃人员投案自首。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
会再干这种傻事……”面对民警的讯问
调查，犯罪嫌疑人王某悔恨不已。
2020 年 10月，三亚红沙海岸派出所在
成功侦破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案件中，有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某始终
处于在逃状态，为了早日将王某抓捕
归案，公安机关将王某列为网上在逃
人员进行追逃。

今年以来，民警在掌握王某的相关
情况信息后，多次深入王某家中，通过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法律宣传，打消
其家属思想顾虑，希望家人主动联系

王某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民警多次上

门走访规劝，王某家人终于下定决心
配合民警规劝王某投案。近日，王某
在家人的陪同下，主动来到派出所投
案自首。

据悉，2020年 10月以来，急于发家
致富的王某使用其本人名下多张银行
卡在海口多个银行网点ATM机上，帮
助网络赌博平台取款套现，并转交给
上家，先后累计帮助犯罪团伙取款套
现13万余元，获利4000余元。该团伙
落网后，王某开始逃亡生活，直至被公
安机关规劝自首。

民警提醒：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是当
前一种多发性案件，广大群众务必提
高警惕，不要参与任何来路不明的资
金套现和转账活动，以防走上违法犯
罪活动的道路。

本报讯（记 者 刘 佳）4 月 1 日，
2021年三亚市吉阳区中小学生游泳
比赛在逸夫中学举行，14 支代表队
200多名学生参赛。

比赛根据选手年龄分为 6 个组

别，设有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等
项目。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泳池内瞬
间激荡起无数浪花。小选手们你追
我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运动精神和
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游泳的时候

感觉很快乐，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
掌握了一项技能。”市第五小学的黎
俊誉开心地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2018 年至今吉阳
区 39 所公办、民办中小学全面普及

游泳培训课程，每名学生不少于 32
个课时，共有一万余名学生参与培训
并顺利通过相关考核，中小学生防溺
水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得到显著提
升。

2018年至今

吉阳区逾万名中小学生参加游泳培训

非法采砂致国有资产流失
三亚中院强制执行监督回填

帮犯罪团伙取款套现13万余元
一在逃人员在三亚投案自首

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毕业及以上文化程

度的青年（含高校在校生），年满 18 至 22 周岁（1999

年 1 月 1 日-200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大专及以上文

化程度的高校毕业生，年满 18 至 24 周岁，男生报名

应征前须完成兵役登记。

三亚市征兵办电话
0898—88632285或 13876764991

海棠区征兵办电话
0898-88812560或 19989150080

吉阳区征兵办电话
0898-88688373或 13656848032

天涯区征兵办电话
0898-88865726或 18117746975

崖州区征兵办电话
0898-88830852或 18301826479

应征报名对象

男兵对象为：

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

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 18 至 22 周岁，6 月 26 日至 8

月 15 日报名。

女兵对象为：

三亚地区详情请致电三亚市、各区征兵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