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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关税”汽车、游艇、游乐设施
设备逐步引进；Hello Kitty 主题乐
园、FE 赛车主题公园等旅游主题公
园项目相继落户；全球消费精品头部
企业纷纷“抢滩”……三亚正成为海
内外文旅企业和消费品牌青睐的投
资热土。

风来千帆竞，潮起海之南。“推动
海南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大会讲
话中的这一要求，正逐渐成为三亚将
蓝图奋进成为现实的写照。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前沿阵
地和重要窗口，近年来，三亚用好、用
足、用活自贸港政策，买全球、卖全
球，不断培育丰富旅游消费业态，深
入谋划旅游全产业链发展，提升国际
化水平，促进旅游产业实现跨越式升
级，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区建
设渐入佳境。

离岛免税释放消费活力
“卖全球”成常态

法国著名珠宝品牌梵克雅宝在
三亚国际免税城开设免税限时精品
店；国际品牌兰嘉丝汀在三亚海旅免
税城推出全球首间全新肌肤修护零
售概念店……近年来，随着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推进，三亚各大免税店进店
消费者逐年递增，免税市场也迎来更
多新变化。去年以来，越来越多国际
大牌瞄准了这片快速成长的免税市
场，争相“抢滩”布局，新品牌入驻、新
产品上架，开启了“首店首发首秀”的
新热潮。

数据是最有力的说明，可窥见三
亚消费市场活力的变化。目前三亚
已开业的离岛免税店增至4家，三亚
国际免税城、三亚海旅免税城均吸引
超过 700个国际知名品牌进驻，消费
集聚、品牌汇集，“首店首发首秀”越
发活跃，“淘海外”变成了“淘海南”，
成为吸引境外消费回流的新生力量。

“离岛免税销售保持快速
增长态势背后，是自贸港政策
红利的强大释放，也是三亚积
极补齐短板，完善相应配套，优

化免税店布局，提升免
税购物体验，积极打造
国际旅游消费标杆的
成果转换。”三亚市商

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邮寄送
达”和“返岛提取”等便利化提货方式在
三亚已落地实施，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保
税物流中心（B型）也正式封关运营，各
商业主体正在加大产业提质升级步伐，
充分挖掘不断增长的消费潜力。

化优势为成果，变潜能为动能。
“未来，三亚将进一步做好吸引消费
回流的文章，从供给、需求两端发力，
推动全球各类消费精品向三亚汇集，
把免税消费市场做大做强。”三亚市
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将进一
步夯实免税购物增长后劲，提升顾客
购物体验，推动免税品在品牌、品种、
价格等方面与国际“三同步”，同时推
动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三
亚尽快落地开业，为实现“买全球、卖
全球”和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
区打下坚实基础。

“零关税”政策相继落地
“买全球”掀热潮

小到珠宝、手表、口红，大到汽
车、游艇、游乐设施设备，依托海南自
贸港政策带来的强大吸引力，三亚不
仅“卖全球”的步伐加快，“买全球”的
热潮也正在悄然掀起，全球优质旅游
资源正在加速汇集。

——2021年 1月 29日，由海南尼
米斯实业有限公司申报进口的首票

“零关税”帆船在三亚海关通关放行，
标志着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政
策在海南自贸港顺利落地。该企业
申报的蓝高 46 型双体帆船，货值约
550万元，减免税款约190万元。

——2021 年 10 月 22 日，三亚首
辆“零关税”进口汽车正式在车管所
上牌，该辆 9座商务车货值 23万元，
免除税款约8.5万元。

——2022年 3月 14日，海南自贸
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升级
后首票货物——“太空星云”游乐设
备在三亚丝路欢乐世界景区内进场
卸货，涉及货值 87.5 万欧元，减免税
款124.8万元人民币。

……
一个个“首票”“首辆”消息相继

传来，“零关税”不仅给企业带来真金
白银的优惠，也让三亚磁力不断提
升。

“海南自贸港的一揽子税收政策
相继落地，带来的是政策的叠加效

应，将吸引更多的企业到三亚来布
局，从而带来企业集群发展的效应。”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特聘顾问、海
南国际游艇交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胡
笑铭说，以三亚游艇产业发展为例，
以前亮点在游艇旅游，现在则是全
产业链成长，三亚中央商务区 2021
年招商落地的游艇研发、设计、交
易、赛事等相关企业超过40家，显示
三亚游艇产业正向全产业链发展迈
进。

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
正面清单、进口“零关税”自用生产设
备负面清单相继发布以来，政策效应
不断显现。据三亚海关统计，2021年
三亚市享受政策企业主体进口“零关
税”游艇（含游艇、帆船等）23艘，货值
2.6亿元；进口“零关税”自用生产设备
货值4077.9万元。

“旅游+”打造消费新业态
汇聚发展新动能

今年北京冬奥会期间，看似与冰
雪运动毫无关系的三亚竟因为两大
冬奥顶流多次冲上热搜榜。

冬奥冠军谷爱凌在社交媒体发
布vlog直言特别想去海南。“我听说
那里很暖和，还能冲浪，所以我觉得
这个挺好玩的。”言语间，她对海南充
满向往与期待。另一位冬奥冠军苏
翊鸣的抖音号也记录着他在三亚冲
浪的身影。三亚市旅游推广局第一
时间“贴出”旅游攻略，向两位“顶流”
发出了热情的邀约，也让“来三亚冲
浪”热度大涨。

今年春节假期，像苏翊鸣一样为
冲浪奔赴三亚的人成千上万，其中不
乏明星、网红等。实际上，不只是今
年春节，不只是冲浪，近年来，到三亚
潜水、跳伞、玩滑翔伞、看一场体育赛
事、赶一场音乐节的游客连年递增。
而随着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的建成，
一座“体育+旅游+休闲+康养+商务
办公”综合体已经从精美的效果图走
向了三亚人的日常生活，“旅游+体
育”的产业升级红利正逐渐释放。

“过去大家讲三亚，就是海边、沙
滩、阳光，但近几年我们在文旅领域
打开了新局面，旅游新业态不断涌
现，为三亚旅游产业发展拓宽了新空
间，注入了新活力。”三亚市旅文局局
长陈震旻介绍，除了蓬勃发展的体育

产业，目前三亚正发挥海南自贸港政
策优势，已初步培育形成了海洋旅
游、购物旅游、文化旅游、体育旅游、
会展旅游、康养旅游、婚庆旅游、森林
旅游、乡村旅游、美食旅游、夜间旅
游、房车露营游等十二大业态。

4月 1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
三亚国际免税城考察时指出，要更好
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营造良
好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以诚信经
营、优质服务吸引消费者，为建设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作出更大贡献。

三亚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打造国际旅游
消费标杆为抓手，对标国际标准打造
旅游精品，引进优质旅游项目，补齐
发展短板，加快推进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核心区建设。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区建设全面提速
本报记者 李少云

●2021年，三亚接待过夜游客

人数2162.04 万人次，比上年

增 长 19.7% ；旅 游 总 收 入

747.03 亿元，增长65.2%。

●2021 年，购买免税品人数

408.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62.88%，购买总额354.51
亿元，同比增长71.7%。

●2022 年 1-2 月，购买免税品

人数102.66万人次，同比增长

75.61%，购买总额 94.29
亿元，同比增长61.32%。

●2021 年，三亚市享受政策

企业主体进口“零关税”游艇（含

游艇、帆船等）23 艘，货值 2.6
亿元；进口“零关税”自用生产设

备货值 4077.9 万元。

海南拥有全国最大的游艇客户群体，三亚

发展游艇产业恰逢其时，优异的自然环境禀赋

和独特的自贸港政策是助推游艇产业发展的

两大引擎。

在2020第七届中国游艇产业发展大会上，

三亚斩获年度最佳游艇发展城市奖。海南国

际游艇交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笑铭说，这得益

于海南自贸港带来的政策优势，也得益于三亚

游艇业界的共同努力和营商环境的持续优

化。近年来，三亚游艇产业快速发展，目前已

有6个游艇码头，869个游艇泊位，游艇中下游

链条企业超 500家，全市游艇有效登记量上千

艘，游艇出海游产品供给更加丰富。

据统计，去年，三亚游艇出海达 105 万人

次，同比增长45％；新增登记游艇323艘，同比

增长 202％；进口“零关税”游艇23艘，货值 2.6

亿元。制度创新深入推进，首艘零关税游艇、

首艘游艇入境免担保、首艘游艇多证合一均在

三亚率先落地，游艇租赁管理办法也引爆了旅

游消费活力。

去年 6月，黛尔蒙派对游艇（海南）有限责

任公司落户三亚中央商务区，成为海南首个自

主游艇品牌。作为海南唯一以邮轮游艇为主

导产业的自贸港重点园区，三亚中央商务区在

推进游艇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方面做出积极探

索。目前，已有亚光集团、欧尼尔游艇、辛普森

游艇等80余家邮轮游艇企业入驻园区。

“随着海南自贸港推进设立游艇产业改革

发展创新试验区的步伐加快，多项创新政策相

继出台，三亚游艇全产业链得到快速发展。”胡

笑铭表示，将深度挖掘“零关税”、原产地规则

等自贸港政策优势，积极推进游艇产业高质量

发展，通过自主洽谈、协会交流、产业链合作等

多形式多渠道，拓宽产业链，培育更多专业人

才，形成更多增量空间，让产学研释放出更多

可能性，助力打造国际游艇交易展示中心，构

建游艇主题消费聚集区，打造世界一流游艇旅

游消费目的地，加快海南游艇产业健康发展。

胡笑铭：

三亚发展游艇产业恰逢其时
本报记者 李少云

做好旅游消费文章，推进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

无论是离岛免税店增加，还
是“零关税”政策落地、培育旅游
消费新业态，三亚抓住机遇，努力做
好旅游消费文章，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也为助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作出了“三亚贡献”。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的
加持，三亚旅游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
放，旅游产业持续优化，业态、产品、
服务和模式不断创新，邮轮旅游、游
艇产业、智慧旅游等业态迅速发展，
丰富了旅游消费市场供给，进一步激
发旅游消费潜力。同时，三亚深入推
进旅游市场管理治理，不断优化服务
质量，提升旅游服务国际化水平，为
旅游消费营造良好环境。

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高标准布
局建设大型文旅消费综合体，着力打
造精品旅游消费街区，加快建设国际
一流水平的免税购物中心和时尚消
费中心。科学规划，精准定位，将推
动旅游消费高质量发展，加快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核心区建设。

当前，三亚锚定发展目标，加快旅游项目建
设，进一步提升旅游产品吸引力，不断培育旅游
消费新业态新热点，吸引消费回流，进一步优化
消费环境，推动消费升级，以有力的举措推动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区加快建设，做好旅游消
费文章。

做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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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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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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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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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鸿洲游艇码头。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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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22 日，三亚捷安利达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晓晖拿到三亚首张“零关
税”进口汽车车牌。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