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上半年 三亚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
占全省销售额七成

本报讯（三 亚 传 媒 融 媒 体 记
者 李莹 李博升）近年来，海南离岛
免税成绩单不断刷新。在全球疫情
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下，凭借更具
开放性的自贸港政策，海南成为游
客心目中的“购物胜地”，离岛免税
购物也成了海南旅游的“金字招
牌”。今年上半年，三亚海关监管
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7亿元，占全
省销售额七成。

去年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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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
免税店“四家争鸣”的新格局。多
倍积分、代金券、限时闪购、打折促
销……今年以来，“四家争鸣”新格

局促进三亚免税经济市场持续繁
荣，各免税店优惠活动热闹开展，
吸引更多国人到三亚打卡购物。今
年上半年，三亚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199.7 亿元、件数 2518.5 万件、购物
旅客 221.3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258.1%、254.8%、143.3%。

记者在海旅免税城看到，所有

上架在售的香化、酒水、手机三类
产品都贴上了一张“身份证”——溯
源码，在销售过程中，销售人员也
积极向消费者介绍这一溯源码。
据了解，为加强对离岛免税商品的
全流程管理，构建更加健康的旅游
消费环境，近日，海南出台《海南自
由贸易港免税商品溯源管理暂行

办法》，从 8 月 1 日起，香化、酒水、
手机三类离岛免税商品加贴溯源
码销售，实现“一物一码”。消费者
通过手机 APP“离岛免税商品溯源
公共平台”，就可查询到商品、销
售、提货等信息。今年年底前，所
有海南离岛免税产品也将加贴溯源
码销售。

据海南旅投免税品有限公司运
营管理部副总监贺翠萍介绍，在免
税品销售后，溯源码会与消费者的
信息和商品的信息进行绑定，实现

“一人一码 ”。通过溯源码也可查
询到消费者的信息，在退货时也会
与消费者分离。

而随着免税市场的火爆，海南
也推出了离岛旅客“邮寄送达”、岛
内居民“返岛提取”两种提货方式，
让游客更加便捷购物。其中，海南
离岛免税购物“邮寄送达”服务自
今年 2 月 3 日启动以来，邮政快递
业共收寄离岛免税购物“邮寄送
达”邮件 30.1 万件，三亚、海口服务
需求稳定增长，成为拉动服务量增
长的主要动力。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开新局、育新机、谋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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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电动两轮摩托车注册登记昨日启动

●●上完牌需要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上完牌需要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没有居住证怎么办没有居住证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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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艘渔船
三亚整装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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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中央商务区

Sy

多举措
打造“一站式”企业服务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国
际投资“单一窗口”包含了咨询
服务、企业开办、项目建设、配套
服务四大模块，整合招商、市场
监管、发改等 13 个部门、20 个政
务系统，采取“一个窗口，一个账
号，一站办结”，实现企业设立登
记、变更、注销等企业开办业务

“一窗式”受理，以及项目建设、
银行预约开户、外汇登记等 179
项投资延伸服务“一站式”服务，
覆盖投资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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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重要讲话精神

分忧解难
党与群众情感“一线牵”

Sy“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三亚窗口单位作风建设面面观

市政府12345服务热线

“12345，有事找政府。”在三
亚，12345 这简单的几个数字，明
晰的职能表述，体现的是“以人
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维护的
是百姓冷暖，提升的是党委政府
公信力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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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8 月 12
日，记者从三亚市旅文局获悉，文化
和旅游部、财政部日前公布了第四批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
目）名单。三亚作为海南省唯一推荐
市（县）被正式命名为第四批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自2018年获批第四批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资格以来，
三亚以创建为抓手，将示范区创建工
作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结合起来，
让公共文化建设成为助推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巨大推力，形成以创促建、
以创提质、以创惠民的工作常态，全

市公共文化建设进入了快速推进、整
体提升、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目前，三亚已建成市图书馆、市
群众艺术馆、市美术馆、市非遗体验
中心、149个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17个 24小时自助图书
馆、79个流动图书站、9个旅游服务
咨询外阅点和2个报刊外阅点、13家
数字影院、8家民办剧院、5家民办美
术馆、5家民营博物馆、24处文化景
点。此外，市文化中心和区级两馆建
设已完成选址、立项工作，初步构建
起了“市——区——村”三级公共文
化设施网络体系。

自获批创建资格以来，三亚每年
文体活动实行统一规划、分部门实
施，统筹国家级、省级、市级文体活
动，组织开展全民阅读、全民健身、全
民艺术普及、全民传统文化传承等活
动300余场次，形成了全市“周周有
活动、月月有主题、处处有精彩”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

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
农民工、留守儿童的公共文化服务项
目，三亚在各级公共文化场馆设置特
殊群体功能区，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
活动。面向留守儿童开展阅读指导
服务，面向农民工开展技能培训讲

座，面向老年人开展智能手机培训、
文化艺术等方面培训，广泛吸引广大
社会力量投入公共文化服务。

在创建活动中，三亚大胆创新，借
力专家团队积极组织推进制度设计课
题研究，先后多次邀请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专家委员会专家前来开展调
研活动，确定三亚创建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制度设计以“公共服
务领域文旅融合的三亚探索”为题，从
10个方面进行制度设计研究，打造了

“三亚中心”——文旅创新的“试验
田”、政府定制的沙滩“文旅驿站”、“海
上书房”点亮海疆快乐时光、机制引领

候鸟筑巢，文旅演绎“新唱本”、“1+N”
村级文旅融合的“三亚样板”、三亚打
造“1+5精神家园”小区文化建设机
制、民非组织助力“乡村戏台”百花齐
放7大亮点和10个典型案例，并提出
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示范区创建
工作的扎实开展。

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三亚将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创新发展为契机，继续深化制
度设计研究成果，提升社会化运营服
务水平，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长效机制，常态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高质量发展。

三亚成功创建第四批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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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12日电 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 12 日发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
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

白皮书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增进人民福祉、提高
全体人民人权保障水平、实现国家现代化
而实施的一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了人权基础，丰富了
人权内涵，拓宽了人权视野，意味着人权的

全面发展和全民共享，谱写了中国人权事
业的新篇章，创造了人类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奇迹。

白皮书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辟
人权事业新境界，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基本
生活水准权，以发展促人权增进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实行良法善治维护公民权利政
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保障特定群体权益。

下转7版▶ 扫二维码看白皮书全文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

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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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椰子价格“三连跳”
市民“喊贵”小贩“难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