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订单者名字必须与支付单位绑
定的银行卡持卡人、收货人一致，否
则将无法成功交易

商品种类非常丰富，有 2000
多款产品

跨境电商商品价格全部免除关
税，海关会根据消费者订单、支付
单、运单“三单对碰”放行，直接从
保税仓发货

游客回到内地再次购买跨境商品，
可凭身份证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在
内地便捷收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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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双节”祝福祖国

新华社北京 10月 4日电 10 月
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孟加拉国
总统哈米德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
国建交45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孟友
谊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建交45年
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增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为两
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孟两国同舟共
济、守望相助，并肩抗击疫情，谱写

了中孟友谊新篇章。我高度重视中
孟关系发展，愿同哈米德总统一道
努力，加强两国战略对接，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将中孟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

哈米德在贺电中表示，孟中关
系日新月异，现已涵盖关键领域合
作，孟加拉国对此高度重视。中国
在孟加拉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持
续提供支持，对此我深表感激。我
相信，两国间的亲密友好关系将在

未来不断深化。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孟加

拉国总理哈西娜互致贺电。李克强
在贺电中表示，中方愿同孟方深化各
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孟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哈西娜在贺电中表示，两国
间久经考验的友谊与合作催生了孟
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孟中合作得
以强化，释放出在本地区乃至全球维
护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巨大潜力。

就中孟建交45周年

习近平同孟加拉国总统哈米德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互致贺电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自
今年 5 月入列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后，三亚跨境电商产业迎来
快速发展。10月 4日，三亚面积
最大的跨境电商体验城亮相天
涯海角游览区，2000 多款跨境
商品引爆游客消费需求，成为国
庆假期一大亮点，也成为三亚跨
境电商产业崛起的重要标志。

4日上午，天涯海角跨境电商
体验城正式落成开业，该体验城
由三亚旅游文化投资集团与趣佰
全球共同打造，经营面积5000多
平方米，内部展示的跨境商品种
类非常丰富，展架上有2000多款
产品，包括美妆、护肤、箱包、皮
具、名表、眼镜、保健品、酒类、旅
行用品、母婴用品、防晒用品等，
最为亮眼的是引入欧美、日韩、东
南亚一线品牌及爆款的美妆护肤
产品，比如雅诗兰黛、兰蔻、古驰、
香奈儿、魅可、SK-II、资生堂、后、
雪花秀等品牌随处可见。

体验馆内，游客争相购买跨
境商品，现场十分火爆。记者也

实地体验了一把跨境购物，购物
前先刷身份证，选好心仪的产品
后，拿着商品卡到自助收银机上
扫码付款，然后扫码填入收货地
址就可以了。“不需要离岛机票、
船票，仅需要出示身份证即可购
买。”据趣佰全球线下负责人左
广辉介绍，跨境电商商品价格是
全部免除关税的，海关会根据消
费者订单、支付单、运单“三单对
碰”放行，直接从保税仓发货。

更为便捷的是，游客回到内
地再次购买跨境商品，人都不用
来海南，可以凭身份证直接在电
商平台下单，在内地便捷收货。
目前顾客在跨境电商平台下单
购买跨境商品，每人年度限额为
26000 元，单日限购 5000 元，并
且该额度与离岛免税额度不冲
突，非常方便。值得提醒的是，
跨境电商有严格的规则，下订单
者名字必须与支付单位绑定的
银行卡持卡人、收货人一致，否
则将无法成功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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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国庆
假期，鹿城处处洋溢着节日祥和
喜悦的气氛，记者10月 4日了解
到，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
会（以下简称“亚沙会”）多个场
馆不停工，逾3000名工人坚守岗
位，奋战一线抢抓工期，确保按
时完成建设任务。

升降机、履带吊机声音轰
鸣，幕墙龙骨吊装和玻璃安装紧
张进行，立面膜——“白鹭翅膀”
抓紧吊装……在亚沙会闭幕式
场馆——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
体育场，从高到低、从里到外，均
在进行全方位施工。

“‘十一’期间，我们有800多
名工人奋战在施工现场,各项工
程正有序推进。截至目前，体育
场项目施工整体已完成 85%。”
体育场项目相关负责人李彬告
诉记者。

除了闭幕式场馆，亚沙会开
幕式场地——亚沙公园一期项
目也在加快建设步伐。目前，该

项 目 看 台 区 域 主 体 结 构 已 封
顶。近300名工人顶着骄阳施工
正酣，正进行舞台区域钢筋绑扎
施工、浇筑混凝土等工作。项目

经理吕浩杰透露：“项目计划 10
月 8日全部完成整个主体结构封
顶，进入二次结构、钢结构吊装
施工。”

在亚沙会运动员村，100 余
名管理人员和 2000 多名劳务工
人在岗，为最后的收尾阶段进行
冲刺；沙滩手球、沙滩田径、沙滩

排球等竞赛场地全面开工，多个
竞赛场地按计划推进建设……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鹿城正释放
出一股催人奋进的“亚沙力量”。

亚沙会场馆建设国庆假期昼夜不停工
逾3000名工人为亚沙提速

10 月 4 日，亚沙会开幕式场地——亚沙公园
一期项目上，近 300 名工人不畏烈日加油干。图
为工作人员在进行测量。

见习记者 李学仕 摄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闭幕式场馆——三亚国
际体育产业园体育场外景。见习记者 李学仕 摄

务实高效办好亚沙会Sy

经营面积逾5000平方米，推出2000多款跨境商品

三亚最大跨境电商体验城亮相
■ 不需要离岛机票、船票，仅需要出示身份证即可购买
■ 每人年度限额为26000元，与离岛免税额度不冲突

喜庆“十一”畅游三亚

三亚红色旅游
热度持续攀升

本报记者 胡拥军

到崖州梅山革命烈士陵园凭吊先烈，去红
色娘子军演艺公园看一场震撼人心的《红色娘
子军》演出，到田独万人坑祭奠死难的劳工……
国庆期间，三亚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0 月 4 日，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内红旗飘
扬，使得整个园区“景”上添花。“盛世辉煌·与
你共舞”“盛世华诞·与你同庆”“盛世佳节·明
月共赏”“盛世足迹·阔步前行”“红歌嘹亮·旗
帜飘扬”等精彩活动，让游客重温红色经典。伴
着欢快的音乐，身着红军服或民族特色服饰的
演员们跳起了热情洋溢的舞蹈，并与游客们亲
切合影，现场一片其乐融融的欢快景象。英姿
飒爽的大刀舞、民族特色的竹竿舞等红色歌舞
汇演引得围观游客们一阵阵喝彩。

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国
庆期间，园区内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
让游客在园区乐不停，嗨不停。不仅有“荷灯祈
福”“茯茶故事”“中华武术魂”，还可以参与“芳
华再现”“指尖中国”“嫦娥奔月”等精彩表演，
游客和演员融为一体，共同沉浸在红色海洋中，
一起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当然，最吸引人的重头戏当属大型椰海实
景演出·红色娘子军，通过全息激光投影、裸眼
3D、三维爆破、可升降冰屏等舞台科技，让“躺”
着的历史“站”起来，让红色精神“活”起来。演
出结束后，随着巨型国旗的缓缓展开，现场观众
的爱国热情再次被点燃，大家不约而同起立行
注目礼，并挥舞手中的国旗大声高歌《歌唱祖
国》，共同表达对祖国的深深敬意和祝福。

“这是我看过最让我震撼的一场演出，演
艺不仅在视觉上展现了气势宏大的场景，剧情
也很感人，仿佛重新回到了红色娘子军故事的
发生年代，太感人了！”游客舒晓霞说。

据悉，除了园区内的活动，红色娘子军演
艺公园还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举办“红韵华章，
凤凰于飞”红色快闪活动，用歌声讴歌新时代，
用舞蹈献礼国庆，点亮中国三亚的热情，让更多
人为红色精神点赞，为祖国喝彩。下转2版▶

10 月 4 日，游客在跨境电商体验城选购商品。见习记者 李学仕 摄

健康扶贫让群众有“医”靠 详见2版>>

Sy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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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多家加油站
夜间加油可享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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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外卖小哥：

再忙再累
也要顾好客人的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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