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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聚焦旅游新业态
——鹿回头风景区免费开放

7 月 1 日开始，市民游客到三
亚鹿回头风景区游览观光，无需再
购买门票，既能在景区爬山锻炼身
体，还能欣赏自然美景、品尝特色
美食、参与各大节庆活动。

观今日之鹿城，城市绿“肺”景
如画。以鹿回头风景区为起点，沿
着凤凰路这条中轴线，免费向公众
敞开“怀抱”的景区公园，如同一
串璀璨的“绿色项链”扮靓鹿城
——

若问三亚休闲锻炼的好去处，

临春岭森林公园必定榜上有名。
临春岭森林公园海拔最高点为
195.6 米，建有公园主题广场和登
山栈道 5500 米。临春岭脚下，市
民百果园花果飘香。走进临春岭
森林公园，沿着登山栈道向上，有
逐鹿台、瞭望塔、茶亭、半山揽月、
凤凰林、对弈台等 6 个观景点，每
天早上 7 点至晚上 10 点开园。傍
晚时分，人流量最为密集，市民游
客在绿树中徜徉，与好友畅谈，锻
炼身体，放松身心。登上临春岭最

高点，可饱览全市风貌，满眼翠绿、
空气清新……处处能感受到良好
生态带给人的怡然和闲适。

三亚东岸湿地公园也是市民游
客爱去的好地方。这里拥有三亚
市区内面积最大的淡水湿地，春日
里，白鹭、苍鹭爱在这里觅食。浅
滩上，它们行走缓慢，步履稳健、轻
盈，姿态优美。听到响动声，鸟儿
还会警觉地藏进草丛、树林中，蹁
跹跳跃枝头、踩水奔走展翅，引来
观鸟爱好者架起照相机捕捉鸟儿

的美丽瞬间。缓缓步行其间，河面
林间白鹭展翅飞舞，好生态、风景
美，怎么看也看不腻。

行行涉旅游、处处有美景、时
时有服务、人人皆体验——今日，
三亚以实际行动践行“还绿于民、
还景于民”理念，让景区成为人民
群众共享的绿色生态空间。他日，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将感受到
这份诚意，愿意踏入这座绿意盎
然、生机勃勃的城市，留在这里、来
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翠碧项链”串起鹿城美景
本报记者 刘盈盈

关注三亚关注三亚““暑期游暑期游””

全场 7折、爆款低至 3折、多倍
积分、银行满减、叠加数字人民币
消费券满 3000 元立减 200 元……
近日，三亚海旅免税城开启多重福
利迎接暑期旺季，给消费者带来不
少惊喜，前来购物的市民游客络绎
不绝。

“这款海蓝之谜精华霜平时免
税价卖 900 多元，现在只要 500 多
元，这是我买过最划算的一次，买
到就是赚到。”7 月 4 日，赶在回程
前来三亚海旅免税城一楼特价专
区“扫货”的四川游客张敏说，多

品牌促销的特价专区不仅让低折
扣商品一目了然，也大幅度节省了
市民游客的购物时间，让“买买
买”更优惠也更便利。

活动多、便利多，给免税店销
售带来持续不断的“热度”。“当前
我们店内推出多种折扣促销，叠加
银行满减、政府消费券等各类优
惠，绝大多数免税品相当于免税价
的 6折左右，可谓力度空前。”海南
旅投免税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
轶梅透露，目前三亚海旅免税城的
客流已恢复到去年同期，日均客流

量近万人次，6 月客流量环比增长
30%，整体销售额对比去年同期实
现了大幅增长。

而距三亚海旅免税城 43 公里
的海棠湾国际免税城，则更早排起
了长龙，AB 两栋商业区门口设置
了蜿蜒的入口排队道，进入商场
后，各热销门店迅速挤满消费者。
海棠湾国际免税城一名工作人员
表示，进入 6 月以来，即使到了晚
上 10 点，依旧人头攒动。“为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同时提
升游客入店的便利性，我们引入智

能闸机做好分流，游客只需将身份
证放置闸门感应处，便可迅速通过
安检入店，无需人工再查验健康码
和行程码。”

丰富的优惠促销活动和便利
性 购 物 体 验 ，“ 催 热 ”三 亚 暑 期
游。记者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

“618”促销热潮中，三亚 4 家离岛
免税店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据三亚海关统计，6 月 18 日当天，
三亚 4 家离岛免税商店免税品销
售总额突破1.2 亿元。

三亚多举措“催热”消费市场，让游客买得实惠购得便利——

免税购物“起热浪”
本报记者 李少云

伴随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三亚离岛免税市场复苏的步伐正在加快。多
家免税企业也频频放出“大招”，推出丰厚的促销优惠和精彩的主题活动，掀起

“买买买”热潮。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记者从三
亚市商务局获悉，为期5天的2022海
南自贸港“零关税”汽车展暨海南“零
关税”汽车供需交流会将于 7 月 6 日
在位于海南诚越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的海南免税汽贸中心开幕。

本次车展由三亚市商务局指导，
海南鑫孚投资贸易公司主办。届时
将 有 劳 斯 莱 斯 库 里 南 、兰 博 基 尼
URUS、雷克萨斯 LM300、丰田埃尔
法、奔驰GLS等数十辆“零关税”明星
车型亮相。车展举办地海南免税汽
贸中心面积 5000 多平方米，是海南
目前最大的“零关税”汽车专业体验
中心，将打造成为集“零关税”汽车贸
易、售后维保、汽车改装、金融服务等
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零关税”是海南自贸港一项非
常重要的制度设计。2020年 12月 25

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
合印发《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交通
工 具 及 游 艇“ 零 关 税 ”政 策 的 通
知》，发布了包括小客车、房车、飞
机、汽球、飞艇、游艇、帆船等共 100
项 8 位税目商品的《海南自由贸易
港“ 零 关 税 ”交 通 工 具 及 游 艇 清
单》，实施期限自公布之日起至海南
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前。清单明确
免除进口汽车的关税、增值税、消费
税，免税额度从 40%-116%，在海南
可以花更少的钱购买到更好的纯进
口汽车。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业务的全部
落地，海南有望成为中国进口汽车的
聚集地，预计未来几年，海南“零关
税”汽车销量将呈现几倍的增长速
度，成为海南免税进口业务的主要支
柱型产业之一。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宋
歌 丛高）7 月 4日 16时许，在海口出

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三亚边检站执勤

民警完成入境边防检查后，一艘进口

“零关税”双体帆船正式从三亚口岸

入境。

接到该帆船从澳门出发到三亚入

境的预报后，三亚边检站主动靠前、周

密部署，合理安排警力，精心拟定勤务

方案，及时与海关、卫健委和外代公司

等单位沟通协调，详细了解掌握船舶

入境时间、船员身份信息及健康情况，

并严格落实勤务规范，提高办检效率，

全程跟进办理相关手续，确保了进口

零关税帆船通关“零等待”。

据悉，这艘猎豹50型双体帆船是

《海南自由贸易港游艇产业促进条

例》实施后，三亚口岸第一艘到港的

进口帆船，随着该条例的落地实施，

海南自由贸易港游艇产业面临的制

度限制得到了有效解决，同时，该条

例对游艇的产业发展、检验登记和航

行、游艇租赁、服务与监督等方面提

出多项促进措施。

“这艘猎豹50型双体帆船是从南

非进口的，帆船到港后，三亚边检站

第一时间为我们办理了入境手续，使

这艘进口‘零关税’帆船快速通关。”

该帆船服务主管梁斯斯表示，“依托

海南自贸港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

政策，我们减免了约 280 万元税费。

特别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游艇产业促

进条例》的实施，条例确立了多项改

革创新制度，多角度支持和鼓励游艇

产业创新发展，我们对三亚未来的游

艇产业发展更加充满信心。”

下一步，三亚边检站将持续推进

“放管服”改革，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不断助力海南

自由贸易港游艇产业快速发展。

2022海南自贸港“零关税”进口汽车展
今日在三亚举行

进口“零关税”帆船入境！
三亚边检高效服务助通关

7 月 5 日，三亚海旅免税
城的促销活动吸引不少游客
前来购物。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三 亚 海 旅 免 税 城 推
出丰富的优惠促销活动。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近日，由
海南省司法厅、三亚市司法局联合主
办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进重点园
区”宣讲活动走进三亚中央商务区。

活动分宣讲和互动交流两个环
节进行。宣讲中，海南大学法学院教
授、海南省“八五”普法讲师团成员常
健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与优化
营商环境分析与解读》为题，从海南
自由贸易港法制定背景与意义、核心
条款解读等六个方面展开宣讲。

“全岛封关运作前，海南自贸港
法配套法规、政策方面，还会有哪些
动态？”“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之
后，给外资企业带来哪些机遇？”在互
动中，与会重点园区企业代表围绕海
南自贸港法配套法规政策、吸引外资
等方面踊跃发言，常健教授一一进行
现场答疑。

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是推
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样板区和
试验区，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
的先行区。今年以来，按照海南“八
五”普法规划要求，省普治办、省司法
厅着力构建大普法格局，推动社会专
业力量公益普法，组织开展系列海南
自由贸易港法宣讲活动，努力实现海
南自由贸易港 11个重点园区普法全
覆盖，进一步推动重点园区企业熟悉
和灵活运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及其
配套政策，切实提高普法活动的针对
性与实效性。

本次活动由三亚中央商务区管
理局与广东华商（三亚）律师事务所
承办、三亚市投资促进局协办，活动
采用“线上+线下”同步直播模式，线
下 23 家、线上近 50 家重点园区企业
聆听讲座。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宣讲活动
走进三亚中央商务区

为实现暑期“开门红”，三亚多
方群策群力活跃免税市场。除了
免税店推出丰富的促销活动，以及
三亚市政府适时发放离岛免税购
物消费券之外，各国际品牌也在加
快进驻三亚，并将推出丰富的差异
化产品供应市场。

“我们不仅多渠道推出线上线
下促销活动，还加大国际品牌引进
力度，满足离岛旅客需求，希望通

过丰富业态，打造一个广受不同人
群钟爱并能不断发现新事物、新潮
流的商圈。”张轶梅介绍，一直以来
三亚海旅免税城始终坚持聚焦免
税“首店经济”和差异化经营，自
2020年底开业以来，该免税城已累
计引进884个国际品牌，涵盖了45
大类免税商品，其中有 190 多个首
次或独家进驻离岛免税市场的品
牌。

持续的变化，是三亚免税发展
的见证。回望海南离岛免税新政
发布以来，三亚离岛免税购物呈现
出免税销售快速增长、品牌更加丰
富、购物环境优化、营销方式多样、
购物便利性提升、风险防控持续加
强等特点。

“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离岛
免税购物服务提质增效，推动‘品
牌、品种、价格’与国际‘三同步’，

打造‘旅游+免税’新型消费链条，
进一步放大离岛免税政策效应。”
吉才冠介绍，当前，三亚正在研究
出台《促进三亚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核心区 商业品牌建设的若 干 措
施》，支持行业引领品牌建设购物
中心，支持本土特色企业创新消费
业态，大力发展“首店、首牌、首秀、
首发”经济，加大优质商品的供给，
进一步擦亮离岛免税“金字招牌”。

离岛免税购物已成为三亚旅游
市场的强力“推进器”。7 月 3 日，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以普通
游客身份，深入全市部分景区、免
税店、夜市等地，体验式调研暑期
旅游市场及夜间经济时强调，要充
分发挥离岛免税购物政策优势，加
大品牌引进力度，丰富商品种类，
拓展销售渠道，强化促销力度，不

断放大政策带动效应。
“此次周红波书记体验式走访

调研，以及此前在多个重要场合为
全市旅游市场回暖复苏提质增效

‘把脉’，不仅进一步鼓舞了市场
主体的信心，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
了具体的要求。”市商务局副局长
吉才冠表示，为进一步撬动“免
税+旅游”的带动作用，7月中旬开

始，三亚将再次陆续投放离岛免税
消 费 券（满 8000 元 减 800 元 、满
5000 元减 500 元、满 2000 元减 200
元），预计本轮首批投放超过 5000
万元。

记者了解到，首届海南国际离
岛免税购物节已在三亚正式启动，
不少免税企业也打出了新的“促销
牌”。中免在推出了首届彩妆节活

动后，第二届中免腕表节也将于 8
月开启；三亚海旅免税城在 7-9月
期间放出了全场单件7折等不同品
类的多重促销优惠；国药中服免税
三亚店则推出了“香化全场低至 5
折、数码酒水低至 7 折、大健康产
品满减”等折扣活动，并推出了“大
大大椰子环保艺术设计作品展”等
主题活动。

免税购物客流攀升，购物便利性提升

7月中旬起投放首批超5000万元离岛免税消费券

丰富免税业态，大力发展“首店、首牌、首秀、首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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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佳）记者从三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三亚智
慧城市时空大数据平台及实景三维
建设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并同步开
展三维数据库操作实战化大培训，不
断提升三维数据应用能力，提升城市
规划精细化管理水平。

在近日举行的三维数据库操作
培训会上，培训人员详细介绍了三维
数据库的建设成果及成果数据调用
流程，演示了数据库操作方法，以典
型案例进行了剖析讲解，并结合实际
操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答疑解惑。
市资规局、各分局及下属单位相关工
作人员参加培训。

据介绍，构建自然资源三维立体
时空数据库，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管
理数字化、标准化、信息化、可视化，
构建公开透明、规范运作、高效服务
的审查机制，解决现有工作中规划成
果可视性差、报建方案不够直观、监
管手段相对落后、建筑风貌难以管控
等现实问题。

根据国家、省、市工作部署，市资
规局组织开展三维数据库建设试点
工作。本着先行先试、试点推动、充
分利旧的工作原则，优先选取中心城

区部分区域（三亚中央商务区周边）
作为三维建设试点区域，通过外业数
据采集、三维数据库建设、数据加工
处理等流程，形成试点区域精细化三
维模型。目前，已完成《三亚市三维
仿真数据制作标准》（试行）、中心城
区 38平方公里精细化建模（部件级）
成果及原有城市DEM、DOM历史成
果入库工作。

市资规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充分吸纳三亚前期三维建设试

点成果，着手开展时空大数据平台链

接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的试点创建工

作，并与机器管规划平台充分衔接，

全面增强三亚时空大数据建设能力、

自然资源动态监测与态势感知能力，

提升自然资源与规划管理的数字化、
网格化和智能化水平。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推进三维数据库建设试点工作
提升城市规划精细化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