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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自贸港动态

新华社北京4月 23日电（记者 李
延霞）记者从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
会议办公室获悉，2020 年全国共查处
非法集资案件 7500 余起，处置非法集
资存量案件三年攻坚战办结存量案件
1.1万起，涉案金额3800余亿元。

2021 年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
议（扩大会议）22 日召开。会议表示，
金融是公共性和外部性很强的行业，
对经济和社会安全稳定影响极大，必
须恪守持牌经营和审慎监管的基本原
则，严禁“无照驾驶”。对任何违法违
规开展实质属于金融的经营活动，都
要理直气壮地果断采取措施，集聚强
光照射“灰色地带”，有效铲除风险滋
生的土壤。

会议强调，面对非法集资严峻形
势，要提高防非处非工作规范化、法治

化、制度化水平，加快消化存量，坚决遏
制增量，强化源头治理，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财产安全。要抓紧抓实《防范和处
置非法集资条例》贯彻落实，及时完善
配套制度，着力构建行政处置与司法打
击并重并举、有机衔接的新格局。

会议表示，要积极化解重点领域风
险。高度警惕私募基金、财富管理、房
地产等领域涉非风险趋向，密切关注
打着区块链、虚拟货币以及解债服务
等旗号的新型风险，紧盯养老服务、涉
农组织、民办学校、线上教育等民生领
域，对侵害弱势群体利益的非法集资
尽早发现，露头就打。依法稳妥处置
重大案件,继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对
非 法 集 资 犯 罪 果 断 出 手 、精 准“ 拆
弹”。加大力度追赃挽损，全力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

2020年全国查处
非法集资案件7500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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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恒夜市巧用地摊
扭转局面

每晚七时，华灯初上，三亚亿
恒主题夜市开启火爆模式。不少
顾客在小店前排起长队，放眼望
去，整个市场座无虚席。“一位难
求”是三亚亿恒主题夜市最真实的
写照。

据统计，三亚亿恒主题夜市每
天接待顾客人数超过3万人次，与
去年3月相比，人流量增加了至少
3倍。

“保守估计，一个餐桌每晚翻
台四次。本以为是春节旺季效应，
没想到热度一直持续，顾客络绎不
绝。”三亚亿恒主题夜市宣传推广
部经理郑小敏告诉记者，夜市曾
经历一段时间低迷期，后来从低
谷中崛起，背后是大胆创新带来
的改变。

郑小敏透露，去年受疫情影
响，三亚亿恒主题夜市短暂停业
20 多天，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困
境。从 3 月开始，随着疫情影响
减弱，部分商户陆续开门营业，但
顾客到店量和消费量大不如前。
那段时间，亿恒开展了赠送代金
券、直播带货等线上线下推广活
动 ，但 每 日 人 流 量 不 足 3000 人
次。

后来，三亚亿恒主题夜市大胆
解放思想，尝试用免费地摊聚拢人
气。600个摊位一经推出，马上被
一抢而空，摊主在此售卖水果、饰
品、岛服等产品，很快带来了人
气。从去年6月份开始，在免费地
摊带动下，夜市热度不断攀升，8
月日均人流量达到1万人次。

尝 到 了 大 胆 创 新 带 来 的 甜
头，三亚亿恒主题夜市又迅速启
动了娱乐主题的招商。随后，1家
酒吧、2 家清吧入驻，同时亿恒集
市街迅速升级，增加了 17 个特色
小吃摊位。到今年 2 月份，三亚
亿恒主题夜市日均人流量直接飙
升至3万人次，并一直持续至今。

郑小敏说，三亚亿恒主题夜
市能从危机中走出来，并力挽狂
澜闯出一片天空，得益于“创新”
的力量。她透露，三亚亿恒主题
夜市正在筹划 800 平方米的动漫
城，不断丰富延伸业态，誓将创新
进行到底。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谢
祥项认为，三亚旅游行业掀起了
全产业链创新高潮，从思维创新
到产品创新，从服务创新到渠道
创新，从模式创新到平台创新，
体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颁布实施后全行业敢于
直面挑战，勇于突破自己，在创新
实践之路上走出了海南旅游特
色，彰显了海南旅游风范，塑造了
海南旅游品牌，未来前景可期。

本报讯（记者 王昊 通讯员 郝琳
琳 甘佳勇 郭瀚）4月 23 日，由洋浦宏
鲲航运有限公司进口的船舶在海口海
关所属洋浦港海关顺利通关放行，标
志着“零关税”营运用船舶进口实现零
的突破。

“我们向海关表达进口船舶意向
后，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和洋浦港海
关多次为我们召开业务协调会议，提供
政策解析、通关申报等方面指导服务。
我们这次申报的甲板货船，船舶价值约
5198 万元，免征了 1204 万元的进口关
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海口海关还根
据我们企业业务的定位和发展方向，详
细介绍了其他相关政策，更加增添了我
们企业在自贸港发展的信心。”洋浦宏
鲲航运有限公司负责人钱军介绍。

2020年 12月 25日，海南自由贸易
港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政策落
地，在海南自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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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清单规定的船舶、车辆、航空
器及游艇，可享受“零关税”。自政策
落地以来，吸引了大量企业，目前通过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资格审核的企业
超过600家。

为充分释放政策实施效果，海口海
关分门别类梳理通关流程，加强对重
点企业辅导，发挥重点企业示范作用，
以点带面助力更多企业享惠。下一
步，海关将继续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和
通关保障服务工作，助力企业及时享
受政策红利。

海南自贸港首艘“零关税”
进口运输船舶通关放行

免征1204万元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本报讯（记者 王昊 通讯员 李怡
彤 郝 琳 琳）据海口海关统计，一季
度，该关为出口至 RCEP 成员国的货
物签发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486 份，
签证货值约 2.03 亿元，为企业获得
RCEP 成员国关税优惠 1015 万元。

RCEP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协
定，成员国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额均
占全球总量约30%。该协定生效后，区
域内 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

“零关税”。在RCEP成员国中，我国已
分别与东盟、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
新西兰签署实施双边自贸协定。

“我们的石斑鱼等产品出口到韩
国，凭原产地证书可以享受韩国关税
优惠，使得我们的石斑鱼在价格上更
具竞争优势。”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
司外贸主管李伟说。

原产地证书是货物的“国籍”证
明，是出口企业享受进口国关税减让
等优惠的重要凭证。海口海关以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
签署为契机，不断优化口岸营商环

境，积极开展行业调研，多渠道宣传
自贸协定关税优惠红利，通过政策宣
讲、实地调研、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
开展 RCEP 宣传和解读；结合海南优
势产业布局及产品结构特点，“一企
一策”“一业一策”开展关税优惠政策
研究，帮助更多企业用足、用活、用好
相关原产地优惠政策，进一步降低产
品出口成本，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此外，为了方便进出口企业申请原产
地证书，海口海关大力推广原产地证
书智能审核与自助打印，企业可 24
小时、365 天不限时在线办理证书，由
系统自动开展风险判别及智能审核；
审核通过后，线上即可自助打印，真
正实现“零跑腿”。

海口海关提醒海南省进出口企
业：随着 RCEP 的落地，企业需更加重
视对优惠原产地规则和制度的研究，
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充分享受
关税优惠以降低贸易成本，以便更好
地享受快速通关的政策红利，参与国
际市场竞争。

今年一季度

海口海关助力出口企业
享受RCEP成员国关税优惠超千万

本报讯（记者 杨洋）4 月 23 日下
午，三亚市投促局和三亚市海棠区商
务和金融发展局指导的“百家私募进
海南，合作共赢新发展”海南优质项
目对接会走进三亚·亚太金融小镇，聚
拢了私募基金资源，促进私募基金与
中小微企业投融资有效对接，实现资
本与产业的融合发展，为投资类公司
走进三亚打开一扇门。

据悉，本次百家私募进海南考察
团活动邀请自贸港各部门就产业和金
融优惠政策进行了全面解读；考察了
海南 11 个特色园区，并与园区负责人
深度交流；承办海南优质项目对接
会；全方面解读海南QFLP、QDLP，并
演示离岸国际化实操流程。

三亚·亚太金融（基金）小镇创始
人、镇长张焱博士说，随着自贸港政策利
好不断释放，每天都有不少投资者组团

来考察，包括北京、深圳、杭州等国内金
融企业纷纷表示入驻意愿，国际上的澳
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金融机构也致电
咨询相关优惠政策。日前，河洲私募基
金管理（海南）有限公司、海南豪麟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一批金融企业入驻
小镇，正式开展业务。目前，小镇入驻企
业达到506家。

“入驻小镇的企业可享受快速注
册、自贸港税率和地方优惠政策。”张
焱说，海南目前既可以注册基金管理
公司和基金有限合伙企业，还可以注
册投资公司和投资类有限合伙企业，
享有投资类公司注册的绿色通道，两
周内完成注册。小镇提供“一次不用
跑”的一站式服务，全程办理入驻申
请、金融局审批、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
审核、营业执照出具、刻章、税务、银
行开户等手续。

100家头部私募
走进三亚·亚太金融小镇“觅”商机

Sy金融动态

三亚亿恒主题夜市人流涌动。

创新，是三亚这座城市最好的注脚。
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这股不破不立的南国春风，正席卷鹿城大地。从制度创新提

升行政效能，到企业自主创新抢占先机，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深入推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之花在
三亚四处绽放。

近日，本报记者走近三亚 3 家企业“自我革命”的创新样本，挖掘他们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最
终实现“浴火重生”的生动故事。

思想破冰闯出艳阳天
——三亚旅游行业创新“样本”观察

本报记者 赵庆山/文 陈聪聪/图

大小洞天抢抓机遇
做大婚拍产业蛋糕

近段时间，大小洞天旅游区婚
拍基地里，每天近 200 对新人蜂
拥而至。夕阳下，大海、礁石、沙
滩、椰树……这些无可比拟的自
然元素，再搭配时尚的道具，引得
新人们争相排队拍婚纱照。

“所有时尚元素都有，自然景
观绝美，拍摄效果远超我们的预
想。”来自四川的李彬和王珊珊今
年准备结婚。他们选择在三亚拍
婚纱照，是因为这里的浪漫气质
最能体现出他们的爱情。这也代
表着来自全国各地婚拍新人的心
声。

婚拍基地正成为大小洞天旅
游区经济增长的“强引擎”。数据
显示，2020 年下半年，大小洞天旅
游区婚拍基地收入 876.7 万元，同
比实现翻倍。今年一季度，婚拍
基地营收已达 487.74 万元，同比
2019年一季度增长 39%。

数据的背后，是三亚旅游企业
突破传统思维、大胆创新的成功
实践。

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三亚旅游业遭受重创。大小洞天
旅游区利用闭园空档期，抓紧打
造高端婚拍基地，布局产业升级。

2020 年 2 月，大小洞天旅游
区拿出 70 亩土地，规划了 2 万平
方米的婚拍蓝图，马不停蹄开始
改造动作。短短几个月，景区新
建了南海福门、婚庆礼堂、瀑布假
山、中国风背景墙等 42 个婚拍道
具，集齐时下所有时尚元素。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
惟创新者胜！”大小洞天旅游区
董事长张理勋说，有了婚拍基地
的成功尝试，景区乘胜追击，继
续进行新的谋划。目前在新建彩
虹滑道、悬崖秋千的基础上，筹
划上马斜坡飞车、仿古小火车等
项目，还盘活原有海域使用权，
打造差异化海上运动项目，补齐
景 区 体 验 性 项 目 不 足 的“ 短
板”。“今年‘五一’景区将一举推
出 5 个体验项目，撬动游客消费
需求。”

三亚市婚庆旅游行业协会会
长许伟介绍，大小洞天旅游区婚
拍基地是三亚婚庆产业创新的标
杆与缩影。在婚庆产业创新方
面，三亚去年引进了日本GE婚礼
公司，注入了新的国际化元素，积
极引进婚礼堂，争取尽快建成一
批类似巴厘岛、冲绳岛一样的特色
婚礼堂，增加城市婚庆元素。三亚
还在积极探索争取成为第一批异
地登记结婚制度城市，争取成为第
一个 24小时全国新人登记结婚制
度创新试点城市。

A

据三亚海事局统计数据显示，
2021 年第一季度，三亚新增登记
游艇 67 艘，较 2020 年同比增长
294.1%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55.8%；二手游艇所有权登记 28
宗，较2020年同比增长366.7%，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50%；共计 29.8
万人次旅客租赁 4.6 万艘次出海，
较 2020 年同期分别增长 184.8%、
237.5%，较 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
32.9%、77.1%。

在游艇海上游火爆的行情中，

三亚乐虎游艇俱乐部（以下简称
“ 乐 虎 ”）尤为引人瞩目。去年 9
月，乐虎投入 10 艘游艇开展海上
游项目，短短半年，已接待游客逾
3 万人次，单团最高接待量达到
1568人，在行业中名列前茅。

三亚乐虎游艇俱乐部副总经
理方传凯介绍说：“非常看好海南
自贸港政策优势，公司去年投入巨
资一举购入 10艘游艇。虽然当时
疫情影响减弱，游艇海上游市场逐
渐回暖，但高端客户却不多。”

众艇云集的海上，如何才能抢
夺高端客户？乐虎走出了自己的
创新之路。

“ 我 们 研 发 了‘ 乐 虎 游 艇 ’
APP，并成立以游艇为主营的旅行
社。”方传凯介绍说，“乐虎游艇”
利用人工智能对游艇远程管理，可
实时查看游艇所处位置、状态、载
客清单等信息，并及时发布指引、
提示、调度。该系统还计划向同行
开放端口，共享数据信息，互通有
无。

“乐虎游艇”在产品营销上也
创新力十足。乐虎成立了以“游
艇+”为主题的旅行社，推出以游
艇为主营业务的旅游线路，还与航
空公司合作，打造“机票+酒店+游
艇”的新型出行模式，将航空的
OTA在线旅行代理营销模式植入
游艇行业。

方传凯说，公司还计划推出
“游艇+婚拍”、“游艇+景区”的新
玩法，在创新中探索一条成功之
路。

研发APP抢占高端客户，小游艇企业单团最高接待1568人B

一对新人在大小洞天旅游区拍婚纱照。

●4月18日
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 18 日

至 21 日在海南博鳌举行。海外观察
人士认为，在新冠疫情警报犹在、世
界经济复苏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博
鳌论坛为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对话
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4月19日
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初步统计结

果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日本 2020
财年（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出
口额比上财年下降 8.4%，是 2009 财

年以来最大跌幅。

美国财政部宣布设立“气候中
心”并任命首位“气候顾问”，以协调
整 个 部 门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经 济 政
策。

加拿大政府宣布新增预算支出
1014 亿加元(1 加元约合 0.79 美元)，
以应对第三波新冠疫情及刺激经济
复苏。

●4月21日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国际航协）

发布报告说，受新冠疫情持续影响，
2021 年 全 球 航 空 业 预 计 将 净 亏 损
477 亿美元，而 2020 年航空业净亏损
额估计为 1264 亿美元。

●4月22日
欧洲中央银行决定维持主导利

率和购债计划不变，并指出中期经济

前景更为乐观。

●4月23日
日本总务省发布的数据显示，在

截至今年 3 月底的 2020 财年，日本去
除生鲜食品外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经季节调整后为 101.4，同比下
降 0.4%。

市场研究机构埃信华迈公司公
布的月度调查结果显示，德国 4 月综
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上月终
值 57.3 下滑至 56.0。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国际财经一周大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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