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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2014 年 12 月 21 日
01 时，在海南省三亚市
河西路第一市场下河堤
阶梯拐角处，捡拾女性
弃婴（弃儿）一名，姓名：
符雅昵，出生日期不详，
现 约 6 岁 ，身 体 健 康 。
随身携带物品：未有随
身物品。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符之福、庄欣
霖（ 联 系 人 姓 名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
18976007833、18308971868，联系地址：海南
省三亚市天涯区红旗街社区居委会河西路
20 号。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
依法安置。三亚市天涯区民政局办公室电
话：0898-88911662 三亚市天涯区民政局办
公室地址：三亚市天涯区凤凰路319号。

三亚市天涯区民政局
2021年 4月 24日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额度提高了、种类增多了、限
制变少了，大家的购物热情也更高
了。”近日，湖北游客杨威在海旅免
税城购买了不少免税商品，“去一
趟三亚就能买到想买的商品，不用
出国购物了。”

一个个令人欣慰的数字，可以
洞见海南离岛免税经济韧性好、潜
力足、活力旺。2021 年 1-2月海南
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3.24亿元，同比
增长 319.7%；免税购物实际人次达
103万人次，同比增长114.8%；免税
购 物 件 数 1055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284.6%。三年来，离岛免税购物正
在形成消费引力场，为自贸港建设
注入新动力。

消费亮点多，经济活力强

离岛免税政策 10 年 5 次“升
级”，每次都产生积极效应。

4月 1日，日本花王旗下高端护
肤品牌SENSAI丝光溢彩、est 嫒色
正式入驻中国免税市场，该品牌商
品在三亚海旅免税城的售价与日本
市场价格同步，让消费者不出国门
就能买到同质同价的人气美容护肤
产品。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入驻和
游客的到来，离岛免税在不断刷新
着三亚的想象力。

在中免三亚国际免税城 ，香
化、数码、洋酒等商品琳琅满目，游
客正在选购各类免税品。

“早就听说海南离岛免税价格
实惠，一直想找机会来一趟。”来自
湖南的游客于景手里拿着一盒雅诗
兰黛的洗面奶套装，“这套红石榴
系列一般要卖 900 多元，这里的免

税店才卖716元，太划算了。”
“这里的免税商品不仅种类多，

而且价格便宜，看来到海南购物确
实名不虚传。”河北的游客赵先生
一边跟记者闲聊，一边将免税店内
火爆的购物场景在微信朋友圈分
享。

“离岛免税新政实施后，消费者
不用再掰着指头计算购买件数，大
家可以敞开买，店内的客流量明显
增多，免税店人气也越来越高。”对
于消费者对离岛免税购物的热情，
中免三亚国际免税城工作人员黎先
生深有体会。

离岛免税升级提速，体现在商
品消费结构变化上。

从2011年至今，10年间免税额
度经历了5次上调。免税购物限额
由最初的 5000 元提升至 10 万元，
购物种类从 18种增加到 45种。尤
其是2020年 7月 1日海南离岛免税
新政正式实施，免税额度由 3 万元
提高至 10 万元，较之前提高了 3
倍，更是 2011 年之初 5000 元额度
的 20 倍。为海南离岛免税额度提
升最大的一次。

离岛免税政策的不断调整完
善，全方位激活三亚乃至海南的高
端消费市场。

市场主体活，创新动力足

离岛免税消费为经济循环添动
力 ，也夯实经济抗压能力。

2021 年开局，离岛免税经济拿
出一份稳中有进的“超预期”成绩
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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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热点、亮点不断涌现。
把免税店开进市区，拉近消费

者与免税货品之间的距离；
推进“免税购物+”合作模式，

让目标消费者及时了解免税优惠信
息；

丰富免税商品种类，让消费者
用最实惠的价格和方式买到免税商
品。

不断“升级”的政策，搭载增设
的免税店，为三亚离岛免税购物继
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添加了“助燃
剂”。

动力足体现在免税店经营主体
多元化，差异化适度竞争，提升议
价能力 。

除了销售数据的不同，海南离
岛免税运营主体也在发生改变。

2020 年 12 月 30 日，海旅免税
城、中免凤凰机场免税店、中服三
亚国际免税购物公园3家离岛免税
店正式开业，与三亚国际免税城构
成了“四店争鸣”的新格局。放眼
全岛，5家市场主体、10家免税店使
消费者获得更加便利、舒适的消费
体验。

在政策引导和市场刺激下，免
税店正加大对高端奢侈品的引进，
进一步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

三亚海旅免税城是三亚市内
大型离岛免税店，经营近 350个国
际知名品牌，涵盖 45 大类免税商
品；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免税店位于
206-208 登机口，采用“即购即提”
的模式，消费者购买完商品即可随
身带上飞机，方便快捷；中服三亚
国际免税购物公园位于三亚中央

商务区凤凰海岸片区，首期 1.5 万
平方米，后期可拓展至 20 万平方
米。

增速明显加快、品牌更加丰富、
销售结构不断优化、线上线下加速
融合、营销方式更加多样、服务质
量日益提升，勾勒了一幅免税购物
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
业态、激发新活力的经济新版图。

产业链强劲，“红利”落地快

离岛免税经济的底气，要看眼
前静态的“形”，更要看长远发展的

“势”。
“十三五”期间，海南离岛免税

店销售额快速增长，2020年总销售
额超 320 亿元，有效促进了消费回
流。“免税购物天堂”的内涵和产业
链远不止于此，涵盖境内外供应、
仓储、运输、销售、交易、支付、配送
等各个环节，是多个产业的集成。

打造消费层级丰富、消费种类
覆盖范围广、价格优惠的国内一流
购物环境是三亚免税业的共识。

离岛免税主体立足消费新需
求，着力于求新求变。商品销售结
构 由 原 来 的 香 化 品 类 占 比 超 过
70%,其余品类均不超过10%，逐步
优化为香化、手表首饰、服装箱包
等品类协调发展。新政策新增的酒
类、电子产品等品类商品也备受广
大消费者青睐。

离岛免税经营主体努力加强备
货、改善服务质量、改善购物环境，
在加大促销力度上苦下功夫。如：
三亚海旅免税城增强购物体验感，
设置一楼直达四楼的手扶梯及贵宾

休息室，为消费者腾出更多公共空
间，探索和挖掘商圈新“夜”态，让
商品离消费者更近 ；中免集团三亚
凤凰国际机场免税店和中服三亚国
际免税购物公园无论产品研发还是
场景构建，都围绕消费者展开并重
构,以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

提质升级，注入发展新动力

2021 年，海南正式启动离岛免
税购物“邮寄送达”模式 ，有效解决
了离岛旅客提货排队时间长、随身
携带不便等问题；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增加免税提
货窗口，从原来的 18 个增加至 38
个，还新增了1个免税提货点；

购买跨境电商商品，消费者不
用出示离岛机票、船票，仅须出示
身份证即可购买。海关会根据消费
者的订单、支付单、运单进行“三单
对碰”后予以放行，直接从保税仓
发货……

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2021 年，用好离岛免税购物“邮寄
送达”、本岛居民“离岛寄存、返岛
提取”和免税购买进境商品等政
策，力争免税销售突破600亿元。

以离岛免税、跨境电商、“零关
税”政策为框架的三亚“免税购物
天堂”正在形成新的引擎。

密集出台的降低进口关税税
率、适度放宽入境旅游政策、鼓励
跨境电商发展、放宽免税政策限制
等一系列政策，缓解消费外流。

新格局、新模式、新局面……免
税经济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加速跑”。

谷雨刚过，暖阳照耀着大地，三亚城乡
处处焕发着蓬勃生机。

4月 23日上午，三亚佳翔航空货运农产
品加工贸易冷链物流园项目（以下简称“三
亚佳翔物流园项目”）工地上，高耸的吊装机
隆隆作响，一辆辆重型装卸车往来穿梭，一
派繁忙的施工场面。

“我们重点建设项目取得这样快的进
展，得益于三亚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三亚
佳翔物流园项目负责人、三亚佳翔航空货运
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邢孔梅欣喜地告诉记
者，项目在三亚市发改委、市资规局、市住建
局等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项目一期已于
2019 年竣工并投入使用；项目二期正在组
织竣工验收；项目三期设计方案已通过规委
会预审，已办理环评，正在开展土方工程、基
坑工程……

邢孔梅说，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发表3年来，尤其是去年6月 1日《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三亚

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城市“虹吸效应”显现。
市委、市政府和天涯区委、区政府领导及发
改、资规、住建、海关、商务等相关部门负责
人经常深入企业了解情况，现场指导，积极
作为，解决实际问题。春节前，她更感受到
了三亚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特事特办压缩房
产抵押审批时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市
场主体项目审批减少环节等举措为企业带
来的便利。“党委、政府对营商环境的重视，
给了我们企业发展的信心与动力。一流的
营商环境将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企业
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邢孔梅表示，争创
一流营商环境是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
贸港的目标要求。良好的营商环境下，企业
家才能安心搞经营、放心办企业。

三亚佳翔物流园项目建设取得的可喜
进展，是三亚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各
重点建设项目进展的一个缩影。过去 3 年
来，三亚市各重点项目建设一次又一次跑出

“加速度”的背后，是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
采取的“保姆式”贴心服务，为各重点项目建
设工作稳步推进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天涯区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称，为不断提
高服务质量，他们主动服务投资项目，专门
安排专人对接各业主单位及区职能部门，为
双方架起沟通的桥梁；深入项目一线调研，
倾听业主单位诉求，及时反馈项目推进中遇
到的困难，推动一批项目问题解决。全区广
大党员干部、广大建设者，以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以一天也不耽搁的精神，掀起投资项
目建设的一个个高潮。

邢孔梅

够活力 添动力 聚红利

离岛免税购物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杨洋

“你看，项目一期已经封顶，进入装
修、安装机电等环节了，项目四期也已
经完成土方开挖和基坑支护施工。”4
月 23 日，在中粮·三亚大悦中心项目施
工现场，机器轰鸣，挖掘机、运输车来来
往往，工人们正在操作旋挖桩机、汽车
吊等施工机器进行作业。

看着眼前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中
粮大悦城控股海南区域公司副总经理
张泽强心潮澎湃，“项目从签约落地到
现在一期初具规模，得益于三亚越来越
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

2019 年，中粮·三亚大悦中心项目
开工，35岁的张泽强作为项目四期的副
总经理来到三亚，统筹项目工程建设工
作。“从荒草丛生的项目用地，到现在的
初具规模，亲眼见证项目建设变化，亲
身感受着高效便捷的城市效率。”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三亚市委、市

政府及各委、办、局积极协调，推动项目
建设有关事宜，特别是自三亚中央商务
区管理局成立以来，在政策解读、项目
落地实施的前期准备等方面都给企业
提供了巨大支持。”谈起项目建设中的
点滴，张泽强感慨颇深，并对三亚创新
机制，打造“审查师+审批官+商代表”
审批服务新模式称赞不已，“三亚政府
各部门对企业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进行
跟踪服务，直至解决为止，使我们的项
目报批报建工作更加便利，保障了项目
建设进度。”

“项目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创新服
务的例子太多了……我们在办理项目
四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过程中，三
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创新审批模式，
使我们提前 1 个月取得规划许可证，
为后续办理各种手续提供了支持。”张
泽强说，在办理证照时，管理局工作人
员多次主动加班加点，确保当天出证，
让大家非常感动。

据张泽强介绍，目前，中粮·三亚大
悦中心项目二期已完成地下室结构施
工，目前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项目
三期、四期均已完成土方开挖和基坑支
护施工，而项目一期主体结构已于2021
年 1 月 28 日实现全面封顶，预计 2021
年底竣工备案，届时将成为三亚中央商
务区首个开工、首个取证、首个封顶、首
个交付的项目。

本报讯（记者 袁燕）“三亚有多欢迎重庆
人？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副局长就是土生土长
重庆人。”4月 22 日下午，在重庆举行的“2021
年‘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海南航空旅游主题航
班及落地营销推介活动”上，三亚市旅游推广
局副局长俞婷婷用正宗重庆话介绍自己和三
亚，瞬间拉近与大家的距离。据悉，此次推介
活动户外路演将于4月 23-25日在解放碑举行
3天，让山城人民近距离了解三亚游购优惠信
息、领略三亚热带风情。

数十商家争相洽谈
三亚热门线路成抢手资源

据航旅数据显示，重庆到三亚的游客数量
成为全国增幅最快的城市之一。此次推介活
动得到三亚旅游企业积极响应，海南航空、中
出服免税店、三亚海棠湾天房洲际酒店、海南
鸿洲海洋旅游公司+蜈支洲岛、红色娘子军演
艺主题公园等炙手可热的旅游资源组团出击。

推介活动着重介绍了三亚打造的新经典、
新线路、新玩法。在接下来的“圆桌会”中，受
邀的数十家山城旅游企业代表，与三亚涉旅商
家进行了深入洽谈。

参会人士纷纷表示，这样的旅游推介会办
得生动活泼，有趣精彩，让人印象深刻，大家对
做好三亚旅游线路更有信心和底气了。“三亚
市旅游推广局组队来推介，我们公司抓住这个
好机会，了解了产品，打开了思路，还直接和三
亚涉旅企业对接上。马上就是‘五一’了，接下
来还有暑假，我们要在三亚专线上大做文章
了。”浪漫假期扬子江国旅总经理罗女士说。

错峰游三亚，淡季也相宜

据三亚市旅游推广局介绍，三亚传统淡季
为每年 4 月到 9 月，这段时间不仅酒店房费只
有旺季的几分之一，与旺季相比，旅游体验还
会更好。近几年，三亚持续不断塑造全新品牌
形象，打破固有旅游淡旺季概念，比如目前正
在持续进行中的2021海南国际潜水节、“五一”
期间将举行的和热门游戏联合举办大型赛事，
以及全新的水上运动项目，向目标客源地传达

“错峰旅游，淡季不淡”的目的地认知。
三亚夏天最高温度 35℃，与一些内陆高温

地区相比，颇为清凉。且三亚夜生活非常丰
富，当地居民习惯于晚上 11点还出门活动，吹
着凉爽的夜风吃夜宵。近几年，三亚积极打造
不夜城、夜经济，夜市夜景、夜间演艺和游乐
场，为夜游客提供了多样化选择。

重庆妹子爱来三亚买买买

据航旅数据显示，来三亚的重庆女生比男
生多。重庆妹子特别爱美，到三亚免税购物成
为她们的出行首选。目前，三亚有四家免税
店，其间的良性竞争，让消费者成了最大获益
者。

怎么购物更划算，购物体验更好呢？三亚
旅游推广局建议，不想排队，可以在免税店
APP 上下单，下单后可享积分，先买高单价的
商品，比如手表、珠宝首饰，积分后，再用积分
去换取低单价的商品，比如香化类商品。

“渝亚”通道大热

三亚旅游推广局
重庆邀客“错峰游”

▲消费者在三亚海旅免税城选购化妆品。

三亚佳翔冷链物流园项目负责人邢孔梅——

各级部门支持：加
企业经营顾虑：减

本报记者 黄世烽

中粮大悦城控股海南区域公司副总经理张泽强——

审批服务效率：加
企业时间成本：减

本报记者 吴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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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强

聚焦三亚营商环境蜕变

◀三亚海旅免税城，前来购物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