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昊）4 月 22 日，
三亚市统计局官网发布《2021 年一
季度三亚市经济运行情况通报》。根
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1
年一季度全市生产总值199.08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21.4%，
比 2019年一季度增长11.8%，两年平
均增长5.7%。按三次产业划分，第一
产业增加值 39.25 亿元，增长 4.6%；
第二产业增加值 20.57 亿元，增长
20.0%；第三产业增加值139.26亿元，
增长26.3%。

农业生产稳定向好。全市农业
总产值64.63亿元，同比增长5.9%，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9.2%，两年平均
增长 4.5%。其中，种植业产值 52.13
亿元，增长 9.4%；畜牧业产值 2.77 亿
元，增长 4.5%；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2.06亿元,增长5.9%。

工业生产快速增长。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 20.01 亿元，同比增

长 59.7% ，比 2019 年 一 季 度 增 长
15.5%，两年平均增长7.5%。

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增长。全市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8.8%，比
2019年一季度增长 13.8%，两年平均
增长6.7%。其中，非房地产投资同比
增长 21.3%，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17.3%，两年平均增长8.3%。

消费市场引领全省。全市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148.82亿元，同比增

长 146.6%，增速位于全省各市县第
一，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54.6%，两
年平均增长 24.3%。离岛免税品、汽
车等升级类消费品持续热销。限上
商品零售类值中，化妆品类同比增长
2.8 倍；金银珠宝类同比增长 4.3 倍；
汽车类同比增长104.7%。

旅游市场加速复苏。全市接待
过夜游客 696.7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4.5%。其中,过夜国内游客 693.81

万人次，同比增长180.1%。全市旅游
总收入222.70亿元，同比增长3.4倍，
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6.3%，两年平
均增长3.1%。

城乡居民增收明显。全市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296 元，同比
增长 10.5%。按常住地分，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838 元，同比
增长9.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6324元,同比增长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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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王 昊 通 讯 员 吴
昊）今年是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十
周年。自2011年 4月 20日国内首家
离岛免税店落地三亚以来，十年来
（2011 年至 2021 年第一季度），三亚海
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 730
亿元，占全省离岛免税销售额77%。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自 2011 年 4
月 20 日正式落地实施至今，历经六
次大的调整。特别是去年《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后进行的
第六次政策调整，将每年每人离岛免
税购物额从3万元提高至10万元，取
消单件商品 8000 元免税限额，新增
手机、平板电脑等 7 类商品，化妆品
单次购买数量从 12 件提高到 30 件。
从今年 2月新增的邮寄送达、返岛提
取提货方式，成为原有离岛免税购物
提货方式的有益补充，离岛旅客免税
购物体验感进一步提升。

十年来，三亚免税经济从无到
有，产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2021
年，三亚免税店再迎来新格局。三亚
海旅免税城、中服三亚国际免税购物
公园、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免税店与三
亚国际免税城构成了“四店争鸣”新
格局。市场主体多元化，为三亚免税
经济注入新活力。今年第一季度，三
亚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104
亿元，同比增长3.9倍。

三亚离岛免税十年销售额730亿元
占全省销售额77%

本报讯（记者 王昊 通讯员 李怡
彤）4 月 23 日，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
到，继今年1月底海南首票“零关税”
帆船在三亚进口后，4月 2-12 日，又
有 3艘“零关税”进口游艇、帆船相继
在三亚海关通关放行。截至目前，三
亚海关共监管“零关税”进口游艇 4
艘，合计免征税款约338.6万元。

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政策发
布以来，广受社会各界关注。根据政策
规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并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交通运输、旅游
业的企业，进口符合交通工具及游艇

“零关税”正面清单规定的车辆、飞机、
船舶及游艇，均可享受相关政策。

“以往租赁一艘进口游艇需要缴

纳38.11%的租金税款及税款担保，而
这次我们进口的这艘‘零关税’游艇，
单艘就减免了 3811 万元的税款担
保，以及一年 200 万元的租金税款，
每年可节省直接运营成本近 300 万
元。”三亚市游艇服务有限公司运营
服务部经理尹娇喜介绍。“‘零关税’
政策实施不仅大幅降低了企业进口

成本，更有利于引进境外优质游艇，
优化三亚游艇旅游产品结构，培育游
艇旅游竞争新优势。”

下一步，三亚海关将继续坚持解
放思想、主动作为、大胆创新，进一步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强化监管，优化
服务，全力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早期
安排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11天3艘“零关税”游艇在三亚密集进口
目前已进口4艘游艇免征税款约338.6万元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4 月 23 日
是世界读书日。由三亚市委宣传部主
办的 2021 年三亚市全民阅读活动当
天正式启动。全年将开展八大类形式
多样活动，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一主线，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着力厚植阅读文化、深化阅读活
动，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
主旋律。

今年三亚全民阅读活动以“齐读
书、学党史、悟思想、开新局”为主题，
以“建设智慧自贸港”为目标，为各年
龄段人群、各社会阶层人士、各种职业
劳动者精心设计了多种形式的活动。
内容主要包含八大类：“我是党史宣讲

员”微党课评选活动，“知史爱党，知
史爱国”全民直播活动，“学习强国”
知识竞赛活动，三亚重要的阅读品牌
之一的“百姓讲坛”活动，“同心小舍”
南徽读书会，面向母婴群体的“妈妈宝
贝读绘本”活动，“凤凰引领、让阅读
成为一种习惯”的“周末阅读”活动，

“扫黄打非·绿书签”图书互换活动。
2020年，三亚市图书馆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打造全民阅读平台
——百姓讲坛，共举办讲座（含线上）
357场；三亚新华书店经典传习所举办
引领阅读分享会12场，吸引400余人参
与，为全市103家农家书屋补充图书，
合计21.46万元。

新华社海南文昌 4月 23 日电（李
国利 邓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透露，4月23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与
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

运至发射区，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
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
工程各参研参试单位正在全力备战。

三亚启动2021年全民阅读活动

八大类阅读活动贯穿全年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器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三亚经济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全市生产总值199.08亿元 同比增长21.4%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4月23日上
午，记者从琼州海峡轮渡（南岸）实行全
预约过海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为提升琼
州海峡轮渡运输服务水平，引导出岛车
辆有计划出行，打造安全、有序、畅通、
便捷的海峡运输通道，所有出岛客货车
辆实行全预约购票过海模式。

海口秀英港、新海港、铁路南港于
2021 年 4月 27 日 12 时起所有出岛客
货车辆须提前预约购票，凭票进港。

有出岛需求的驾驶员可通过“琼州海
峡轮渡管家”、“新海港”、“铁路轮渡”
微信公众号、椰城市民云及携程、同程
等第三方平台提前购票，凭票进港。
未提前购票的车辆一律不允许进港待
渡。为避免港口和周边道路拥堵，请
广大驾驶员合理安排行程，按预订航
班发班时间提前 2 小时抵达港口，同
时服从交警和港口工作人员指挥引
导，有序进港登船。

本报讯（记 者 张 慧 膑）4 月 23
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由中国银
行海南省分行和海南省经发局共同
主办的跨境云端撮合会，将于 4 月
26 日在线举行。活动作为首届中国
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
会 ”）的配套活动之一，致力于为参
展企业和采购企业提供多元化、全
方位的对接平台，为因疫情无法到
场参加消博会的海外企业提供云对
接渠道。

跨境云端撮合会主要针对韩国、
意大利设立专场，涉及化妆品、食品酒

类、医疗等多个行业。连接中外企业
合作桥梁的，是中国银行独特的“中银
全球中小企业跨境撮合服务”，通过中
国银行自主开发的“中银e企赢”系统
(GMS)智能算法进行精准匹配，提前为
展商和客商匹配洽谈对象，实现“一对
一”线上视频洽谈。

GMS 系统不仅可以实现活动浏
览，提前自选洽谈对象，还可提供会务
信息查询、对接企业库搜索功能，企业
在参展过程中可实现现场自由预约洽
谈发起、成交结果跟踪，保证中外企业
交流的便捷高效。

跨境云端撮合会26日在线举行
为因疫情无法到场参加消博会的海外企业提供云对接渠道

4月27日起

出岛客货车辆须提前预约购票

走好绿色发展之路 我们更加充满自信
——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三亚各界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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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山革命史馆，一件件珍贵
的实物史料，一张张定格历史的
资料图片，让现场的党员干部深
深感受到革命先烈披肝沥胆、忠
贞不渝的炙热情怀。这是三亚各
单位到梅山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场景之一。

3月 13日，全市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暨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坚持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突出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从
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智
慧和力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
三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打造海南
自贸港建设标杆的强大动力。

创新方式方法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枝繁叶茂的芒果树下，一场
“党史故事大家讲”正在进行。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如何搞活教育形
式？三亚各区各单位结合实际，运
用各类学习平台载体，在实践中创
新方式方法。

“能和左邻右舍围坐一起看一
场红色电影，特别有意义。”4 月 9
日晚，百余名社区居民围坐在金鸡
岭街心公园广场，聚精会神地观看

电影《血战湘江》《百团大战》，感受
红色情怀，追忆革命精神。今年 4
月，天涯区开展“学党史、悟初心”
红色电影进村（社区）放映活动，展
播优秀红色电影作品，让广大党员
群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党史，身临其
境地感受共产党人从救亡图存到
实现中华腾飞的奋斗历程，激发党
员群众爱党敬党热情，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

自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召开以来，各区各单位正在积极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在崖州古城，
来自高校的学者和群众一起重温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在苗族村庄，

“党史故事大家讲”走进农家小院，
干部群众一起听党课、学党史；在
市区，三亚“学党史 守初心 永远
跟党走”主题文艺晚会，通过器乐
演奏、歌舞、诗朗诵等形式，为观众
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演出，激发了广
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党史学习教

育的热情。
与此同时，线上的学习也正在

同步进行。在党史学习教育官网、
“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等平台，
有纪录片、新闻、历史文献，还有动
漫、手绘漫画等形式丰富的党史学
习教育融媒体产品，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正通过这些
平台学习党的历史、传承红色基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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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从党史中汲取力量 勇当自贸港建设先锋
本报记者 张雪锋

在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企业党员干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博后奔小康老乡喜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