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5 月 7 日
至 10 日，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以下简称“消博会”）将于海南海
口盛大开幕，展会展出面积达 8万平
方米，预计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精品
展，消博会向全球投资者提供自贸港
贸易投资新机遇，也为各国优秀产品
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新平台。从目前
来看，消博会“释放”的信息惊喜连
连，除了“买买买”、“逛逛逛”，一眼目
睹多款全球时尚新品在海南“首发”，
也让人十分期待。

■惊喜1：
设计师时尚新款海南

“首发”

设计师时尚新款海南“首发”，届
时海南控股组织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200 多个国际品牌上千款全球精
品整体展出，助力首届消博会办成拥
有国际标准和全球美誉度的消费盛
会，为打造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的
重要平台贡献海控力量。据了解，海
南控股统筹全球供应链资源，旗下全
球消费精品（海南）贸易有限公司邀
请组织了来自欧美、澳新、日韩、东南
亚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个
国际品牌参展消博会，展出展品达上

千款。“去年下半年以来，在紧张筹备
全球精品（海口）免税城开业的同时，
我们积极对接品牌供应商，策划各品
牌臻品在消博会首发上线。”全球消
费精品（海南）贸易有限公司总裁郑
向军说，多款设计师的时尚新品将在
消博会期间“首发”。

■惊喜2：
“盛世百年”Fabergé费

伯奇彩蛋将在消博会亮相

除了买买买，大家还能在一睹各
大品牌的新品首发，如 18k黄金纯手
工打造、重量 10 公斤、价值非凡的

“金蛋”——Fabergé费伯奇“盛世百
年”彩蛋首展，彩蛋展品是 Fabergé
费伯奇为纪念彼得·卡尔·费伯奇逝
世 100 周年精心创作而成的非凡艺
术珍品。Fabergé费伯奇以传世之
心设计制作而成，并于诞生之初便被
赋予“传世珍宝”的象征，其创作灵感
来自于 1885 年打造出的第一枚皇家
彩蛋，以及诞生于 1887 年的第三枚
皇家彩蛋。其特点是采用了凹纹镂
刻工艺，Fabergé费伯奇以这一技术
而闻名，并将其频繁运用于早期的众
多艺术作品中。

让大家期待的是，这枚彩蛋上还

镶嵌产于Gemfields莫桑比克的红宝
石和赞比亚的祖母绿，勾勒营造出现
代和色彩斑斓的弧线，与围成一圈的
白钻石相得益彰。

■惊喜3：
强生消费品 8 大品牌亮

相消博会

日前，强生消费品中国宣布将携
旗下城野医生、露得清、艾惟诺、培
健、李施德林等 8 大品牌参加消博
会。强生消费品中国将在这个以“新
消费、新平台、新机遇”为主题的国家
级盛会上，展示其在消费品领域的科
学内核与健康关注。强生消费品展

位设于 5号馆生活时尚展区，届时现

场还将有多个以健康与科技为主题

的产品互动体验与测试。作为以创

新为核心竞争力的全球医疗健康领

军者，强生与海南博鳌乐城先行区展

开战略合作，创新成果丰硕。“中国市

场是强生全球业务重要的‘发展+创

新’双引擎。”强生消费品中国区总裁

汪轶表示，“我们欣喜地看到海南省

以创新为驱动，不断耕耘‘试验田’，

勇当‘先行者’带来的新发展机遇，也

期待充分利用我们的专业优势，更好
地依托海南省各项政策支持，以更多
创新、优质的健康消费产品服务广大
消费者需求。”

■惊喜4：
建发商事株式会社将

携日本三大综合商社亮相

建发商事株式会社将携日本三大
世界 500强综合商社丸红株式会社、
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
社各类品牌精品参加首届消博会。

丸红株式会社是建发股份的战略

合作伙伴，是排名世界500强前列的日

本超大型综合商社。建发股份多年来

一直与丸红在农产品、金属、化学品等

多个业务板块有着长期稳定的战略合

作，年交易规模达50亿元人民币。本次

消博会，建发商事携手丸红为中国消费

者带来多款丸红旗下高端消费品，包含

丸红 100%投资美国 CREEKSTONE

FARMS的高品质黑安格斯牛肉、挂耳

咖啡/烘焙豆“滴萃”品牌、丸红100%投

资的世界级IC生产商的巴西原装进口

速溶咖啡“Café Iguacu”。

同时，建发商事借助消博会平

台，首先将积极帮助中国企业寻找日

本商品资源，推荐日本 OEM&ODM

生产资源；其次，将不断深化与日本

综合商社和日本品牌的合作模式，加

速实现日本企业、品牌和商品聚集中

国。也将致力于帮助更多中国优质

品牌、厂商“出海”，促进国内国际双

循环，全力打造品质消费高地，与合

作伙伴共建共享共赢消费品生态圈。

消博会亮点提前看

多款全球时尚新品将在海南“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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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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无废酒店”“无废旅游景区”“无废机场”“无废岛屿”实施细则，通过先
行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示范模式——

三亚全力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本报记者 黎良图

志愿者将收集的塑料瓶子制作成各式各样的“花瓶”装扮西岛社区。

本报讯（记者 袁燕）三亚x《和平
精英》2 周年庆起飞狂欢节将于“五
一”假期在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
启幕。本次活动是凯撒旅业进驻三
亚后承办的首个大型活动，以“文旅+
电竞”打造海南旅游新热点，成为其
谋篇布局三亚的起点。

“文旅+电竞”塑造三
亚新玩法

万亿级的中国文旅市场正迈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的年轻客群则对
体验式消费提出了更高要求。市旅游
推广局携手凯撒旅业，创新性引入国内
顶级游戏 IP——《和平精英》，谋求文
旅与游戏 IP的联姻，提前布局“五一”
假期的年轻旅游消费场景，力求通过多
元融合发展，为三亚塑造更具年轻态的
国际化旅游城市形象。此举将有效助
力三亚文旅产业与电竞产业融合，聚合
优势资源，扩大协同发展效应。

三亚x《和平精英》2周年庆起飞
狂欢节，将于 5 月 1 日在网红打卡地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盛装
启幕。狂欢活动持续 3天，创设玩家
电竞赛、生日派对、和平之旅、起飞新
青年互动等十大事件，真实还原《和
平精英》游戏世界，惊险刺激与超高
颜值齐飞，与众多玩家全新起飞。

《和平精英》落地三亚，不仅将为
大众带来更具沉浸感的游玩体验，还
将赋予吃、玩、游、住、购等多个环节
更加鲜明的 IP特色，满足旅游消费升
级的市场需求，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此次以“游戏”、“电竞”粉丝文化为依
托的发展模式，也将构建起将属于年
轻群体的旅游消费场景，为三亚塑造
新形象及新玩法。

联动各方资源深度布局三亚

凯撒旅业方面表示，作为协办与
承办方，凯撒旅业旗下的凯撒旅游及
海南亿步科技正在为此次活动的落
地做足准备。基于凯撒旅业在三亚
及海南的布局，将着力联动各方资
源，释放流量红利。

此前，凯撒旅业发布了关于完成
注册地址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
告显示，公司于3月 30日取得了海南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去年以来，凯撒旅业持续推进
海南区域战略布局：在旅游业务方
面，基于消费需求变化，以海南为试
验田，开发多元化个性产品，并积极
探索“康养+”的发展模式；餐饮业务
方面，凯撒旅业子公司收购海南凯撒
世嘉饮料有限公司，向资源端延伸，
完善公司餐食业务布局。

“文旅+电竞”打造海南旅游新热点
凯撒集团引入顶级游戏IP落地三亚

本报讯（记者 袁燕）海南离岛免
税政策迎来10周年，4月19日，记者了
解到，中免集团海南5家门店将联合推
出以“十年离岛免税 中免璀璨绽放”为
主题的10周年庆典活动。

10年来，离岛免税政策不断优化
调整，海南离岛免税限额从最初的每
人每年 5000 元提高至 10 万元，商品
品类从 18 类增加至 45 大类，政策效
应不断释放，更大程度地释放了消费

者的购物热情和消费能力，如今海南
离岛免税购物火爆，在吸引境外消费
回流方面效果明显，有力推动海南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在离岛免税政策实施 10 周年之
际，中免集团海南 5家门店将联合推
出庆典活动，以包括 10倍积分、商品
优惠、幸运抽奖等优惠活动回馈见证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 10年发展的广大
消费者，再掀离岛免税购物热潮。

中免集团海南5家门店
助推离岛免税10周年庆典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4 月 15
日开园，现在一天能采摘 1.3 万斤左
右。”这几日来，育才生态区青法村芒
果种植户胡建诚忙得不亦乐乎，其种
植的红金龙芒果日前进入了高产期，
因为与收购商签订了入园收购协议，
他的芒果收购价格约为 3.8 元一斤，
比当前市场价格略高一些。胡建诚
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按照当前的
产量，今年大概能收获 3 万多斤，收
入在10万元左右。

和胡建诚一样，当下三亚很多芒果
种植户也迎来了高产期，这也让三亚芒
果上市量激增。据统计，4月17日，三亚
芒果日出岛量突破6700吨，作为三亚种
植面积最多的热带水果，截至4月17日，
已有25.7万吨芒果从三亚销往全国各
地，香甜的芒果走上全国市民的餐桌。

“现在正值三亚芒果高产期，可
选的品种也多。”在崖州果蔬综合批
发市场，不少来自省外的收购商正忙
着挑选芒果，来自广州的收购商高先
生说，当下广西等地的芒果也逐渐上
来，但是三亚芒果成熟快、甜度高，比
其他地方的同一品种更好一些，这也
是他南下三亚收购芒果的主要原
因。“品质好，才能获得消费者的青
睐。”高先生说。

据了解，三亚芒果种植面积超过
40 万亩，主要种植贵妃、象牙、红金

龙、台农和金煌等10多个品种。外观
美、品质优、甜度高，让三亚芒果深受
消费者青睐。这几年，三亚做好芒果
产业“文章”，不断进行产业升级，通过
政府监管、协会监督及建立科学的追
溯系统，三亚芒果如今在产品的种植、
质量把控方面已经越来越规范化，品
牌知名度与美誉度也有很大提升，相
继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商标”“海南省
著名商标”“海南名牌农产品”“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全国名优果品区
域公用品牌”等荣誉，成为海南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一张靓丽的名片。

目前，三亚芒果除了直销全国100
多个城市，也远销加拿大、新加坡、俄
罗斯等海外市场，赢得了“高产味美”
的好口碑。近年来，三亚通过发展鲜
果交易、产品深加工，以果促旅、以旅
促售等方式，持续挖掘芒果产业内在
潜力，逐渐走出一条“芒果+”的特色
农业发展之路，实现年产量65万吨以
上，实现年产值近60亿元。

“目前我们收购的台农芒果价格是
1.8～2.5 元/斤，贵妃则为 2.0～3.0 元/
斤。”育才供销社负责人黄文全透露，受
去年雨水季节延后及冬季天气较往年
寒冷等因素影响，今年三亚芒果采摘上
市高峰期有所延后，4月中下旬，三亚
芒果进入采摘上市高峰期，目前的价格
也比之前略低，果农要有心理准备。

三亚芒果日出岛量突破6700吨

4 月 19 日，三亚新鸿港水果批发市场芒果交易区一片繁忙的景象。每
天有大量的三亚芒果从这里走向全国。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三亚生态保护
系列报道之四

在三亚国光豪生度假酒店和三
亚银泰阳光度假酒店，记者看到，酒
店在大堂显著区域、LED屏幕、前台
接待台、各餐饮区域出入口、餐桌
等处设置“无废酒店”主题宣传页。

“酒店根据各部门工作特点，采
取内部培训、考核等方式，组织员
工利用淡季分期分批开展关于节能
降耗、环保知识、垃圾分类处理、绿
色消费、光盘行动等培训，通过培
训进一步全面提高酒店员工的绿
色环保意识。”三亚国光豪生度假
酒店人力资源部培训质检经理李
澄宇说。

三亚国光豪生度假酒店餐饮
部总监高毅告诉记者，酒店在各餐
厅和会议区域设置垃圾分类设施
21 处；改造三类垃圾收餐车 80余
辆；完善整改户外园林区域可回收
物、其他垃圾分类回收设施 70处；
增设客房内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餐厨垃圾、其他垃圾分类回收设施

930处。
“酒店已将所有客房及餐厅一

次性日用品及一次性包装用品全部
更换为可循环、可重复使用的用
品。”三亚银泰阳光度假酒店行政
助理唐彩霞说，酒店客房将一次性

洗护套装更换为大瓶装可循环使用
的洗护用品，同时瓶装也是绿色环
保，可降解材质，所有酒店垃圾袋
均为全生物降解垃圾袋，餐厅打包
盒、打包袋更换为全降解的餐盒和
袋子。

“无废酒店”：环保意识强 用品可循环C

4 月 18 日，志愿者们在西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集合，将收集好的塑料瓶清洗干净，准备好剪刀、花饰、线、花
种、土等制作工具，按照自己的想法创作各式各样的花瓶，并往制作好的花瓶里塞入土壤和种子，将其悬挂在西岛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栏杆上。

“无废城市”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2020年，三
亚制定《三亚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制度》《三亚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宣传方案》，制定并发布“无废酒店”“无废旅游
景区”“无废机场”“无废岛屿”实施细则，通过先行试点，系统总结经验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无废城市”建设示范模
式，为推动建设“无废社会”奠定良好基础。

西岛渔村现有 4200 多名常住人口，
日均上岛游客达到 3900 人，每天产生许
多塑料瓶、玻璃、废纸等多种环境污染
源。2018年 5月，天涯区率先提出建设无
塑生态西岛目标，2019年，西岛开启无塑
生态岛建设推行年，2020年，为落实三亚

“无废城市”建设，西岛绿色生态可持续服
务中心升级为无废城市西岛服务中心。

近日，岛上居民和志愿者们来到无废
城市西岛服务中心，大家四人一组，进行
再生纸制作，将废弃瓶子清洗后进行创意
绘画，让废弃物“新生”成为有用的物品。

“通过对废弃物品的二次利用，可以拓展
环境保护的视野，利用这些生活的废弃物
品满足我们日常的需要，逐渐影响居民生
活习惯。”无废城市西岛服务中心主任吴
德健表示，服务中心宣传“无废城市”理
念，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到“无废岛屿”建设
中来，让更多村民更加了解环保知识，提
高村民环保意识。

“无废岛屿”：
废品获“新生”环保我先行A

“无废旅游景区”：
宣传有特色 景区“绿意”浓

天涯海角游览区通过景区游客中心
LED屏幕、景观大道宣传栏、网络自媒体
等发布“无废旅游景区”相关信息进行宣
传普及，并通过内导、游览车司机、景区
广播进行语音提示宣传。景区内，全面
禁止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
塑料餐具，旅游纪念商品简化包装，推行
使用可降解的环保购物袋，员工食堂、餐
饮商铺均有“光盘行动”宣传标语，

“景区已建成使用三座污水处理站，并
把净化过的中水进行绿化灌溉，有效节约水
资源。”天涯海角游览区园林环卫部经理孙
玉龙对记者说，景区还组织开展主题为创意
助力公益“潮起天之涯，绿色新时尚”——
2020 年天涯海角环保袋创意设计大赛活
动，在公司内部开展捡烟头比赛等。

鹿回头风景区制作无废宣传栏、标识
牌、宣传折页、公众号、微信美篇、LED宣
传片等图片及短片，对景区进行全面宣
传。景区统筹垃圾分类管理和资源化利
用、加强环境保护管理与宣传、设立专项环
保预算与加强废物回收率，使景区“绿意”
十足。

“对商铺、餐饮点承包商、游客参与垃
圾分类给予奖励，开展捡垃圾换小礼品等
活动，如将塑料瓶安装太阳能小灯泡悬挂
树木上等，从而实现废品的资源化与艺术
化利用，打造新的旅游景观吸引物。”鹿回
头风景区督导室主任王定乾说。

B

在凤凰机场航站楼区域，记者
看到，垃圾桶全部为四类垃圾桶，
为垃圾分类提供保障，机场区域内
的超市、商店、餐馆、办公场所全部
销售使用全生物降解制品。T1航
站楼、T2航站楼、国际楼、贵宾楼、
站前综合体、独立停车楼等 15 块
LED屏和 75块独立刷屏宣传投放

“无废城市”海报，并摆放纸制手

册，广泛宣传“无废城市”理念，营
造了良好的“无废城市”氛围。

“根据《三亚市‘无废机场’实
施细则》要求，凤凰机场成立了工
作领导小组，由董事长担任组长，
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凤凰机场动
力信息部总经理助理王秋实说，领
导小组根据各部门业务，层层压实
主体责任，从制度建设和实施细则

两个方面分解细化工作内容，设定
完成时限，安排环保专员跟踪复
查，确保有效落实。

“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经过广
泛宣传和严格检查，‘无废机场’的
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王秋实表示，
随着“无废机场”建设的持续推进，
凤凰机场将成为美丽三亚的一张
亮丽名片。

“无废机场”：层层抓落实 理念入人心D

三亚银泰阳光度假酒店大堂 LED 屏幕上循环播放垃圾分类知识。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