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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税 两天办好
全程无纸化，办理时间缩短 13 个工作日
今报讯（今报记者 唐伟
文 / 图）近日，记者从县税务
局获悉，该局不断优化出口退
税网上无纸化办理流程，特别
是启用出口退税综合服务平
台，将出口退税办理时限从原
来 15 个工作日缩短到现在的
2 个工作日，极大地缓解了出
口企业资金占用压力，促进我
县外贸产业持续发展。
据悉，出口退税是国家为
支持本国货物出口，将出口货
物在本国已征收的税款退还
给出口企业的一种税收优惠
政策。以往，出口企业每个月
办理一次出口退税，需要以人
工和纸质的方式在税务部门
和银行之间进行传递，容易让
企业和税务人员重复跑路，耗
时费力。

税务人员指导办理流程
如今，出口退税综合服务
平台让出口退税整个流程大
提速。该平台打通出口退税外
部申请与内部审批流程的通
道，实现从申报、证明办理、审
核审批、退库等业务的全程无

9 月 3 日-9 月 9 日
仙游市场价格动态
商品名称
单位规格

价格
（元）

涨跌幅
（%）

500 克东北米

2.63

0.92%

500 克绿豆

4.68

0.08%

500 克黄豆
500 克面粉

4.25
2.30

0.00%

1.8L 金龙鱼玉米油

32.45

1.63%

25.69

5.99%

23.09

500 克排骨

36.94

500 克鸭蛋

7.19

500 克鸡蛋

6.79

500 克草鱼

9.17%

-4.86%

500 克红富士苹果

10.04

13.57%

1L 95﹟汽油

7.04

1.15%

500 克菜花

500 克园白菜
1L 92﹟汽油
1L 0﹟柴油

一瓶民用液化气
（14.5依0.5 公斤）

2.38
1.68
6.59
6.24
93.00

21.58%
7.54%
1.10%
1.17%
0.00%

一、保险期间要大于出行时
间
旅游意外险的保险期间多固
定 为 7 天 、 10 天 或 者 15 天 不
等，也有些产品的保险期间可以
根据出行天数自行选择。投保
时，保险期间最好大于出行时
间，如未完全覆盖到旅行期间，
会出现某段出行时间是没有保障
的。

不少保险公司都有推出旅游
意外险产品，不同保险公司的产
品在保障范围、保障金额等方面
上也会有所差异。因此，大家在
投保之前，应仔细对比各家保险
公司的旅游意外险，选择性价比
最高的产品。

2.86%

3.21

500 克空心菜

原则。

三、要货比三家

4.36%
-4.12%

假期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紧张
生活的调节剂，同时，越来越多
的人意识到，出行期间给自己购
买一份旅游意外险有多重要。而
面对众多的旅游保险产品，要想
选择合适的，就要遵循以下购买

大家在投保旅游意外险时，
应了解自身的需求。比方说，如
果游客行程安排中包括高风险运
动，如滑雪、漂流等，就要选择
对这些高风险项目进行保障的旅
游意外险；如果游客准备去云
南、西藏等高原地区的话，就要
选择带有高原医疗保障及紧急救
援的产品。

5.02%

8.39

选对旅游险
放心出门玩

二、要按需投保

2.59%

59.93

500 克精痩肉

金融服务成为新引擎

3.96%

5L 金龙鱼二代
调和油
500 克肋条肉

纸化、网络化办理。企业只要
远程登录该平台，提交电子数
据后，就可以坐等退税款到
账。
目前，我县共有各类出口
企业 24 家。其中，新协胜鞋业

是一家主营户外运动鞋的出
口贸易企业，年创产值 5 亿
元。该企业财务总监朱黎平告
诉记者，现在每个月足不出
户，从提交申报退税资料到银
行退税款到账，用时 2 天，而
以前至少需要 15 天。而该企
业每个月可以领取退税款 300
余万元，也就是说，此举极大
地提高了企业流动资金周转
效率，便于扩大再生产。
据统计，
今年 1-7 月份，
全
县累计办理生产企业出口退税
5462 万元，同比增加 17.41%；
全县累计办理外贸企业出口退
税 8975 万 元 ， 同 比 增 加
50.11%；累计办理免抵调 库
同比增加 99.62%，
10003 万元，
有效缓解企业资金流转困难，
得到企业的一致好评。

四、选择合适的购买方式
9 月 1 日上午，县农信联社榜头社与
榜头镇光埔村召开“‘党建 + 金融助理’服
务乡村振兴推进会”，会议旨在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汇聚各方资源力量，使金
融服务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图为部署相
颜庆涵 谢梦佳 摄
关工作。

垄上行 三农情

—— 争当乡村振兴金融主力军

—以上信息由县发改局提供
——

学金融庆佳节
亲子游园会趣味足

今报讯 9 月 9 日，在中秋
节来临之际，仙游瑞狮村镇银行
举办了“金融知识中秋亲子游园
会”活动，既普及了金融知识，
又传承了传统文化。
据悉，作为大型金融知识公众
教育活动，今年 9 月的金融知识普
及月恰好遇上合家团圆的中秋节。
为达到“教育学生、带动家庭、辐
射社会”的良好效果，仙游瑞狮村
镇银行在营业部与度尾支行同步举

办了“金融知识中秋亲子游园会”
活动，以“欢乐中秋，情浓意浓”
中秋亲子游园暨亲子 DIY 手工活动
为载体，受到欢迎。
当日活动开始后，该行组织
青年金融志愿者讲解新版人民币
相关知识，宣传基础金融知识和
风险防范技能。
活动还设有 DIY 冰皮月饼、
中秋灯笼制作、亲子博饼环节。
（陈国孟 叶春妹）

常见的购买旅游意外险的方
式有三种：柜台购买、电话购买
以及网上购买。而随着电子商务
平台的日益完善，建议大家不妨
考虑网上投保，不仅投保方便快
捷，而很多网站在节假日期间都
有促销活动，若此时选择网购性
价比会比较高。
宗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