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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洋）近期，消费
券成为三亚稳经济、促消费的“关
键词”。“幸福生活，从三亚出发”
2022 年三亚市消费券第一季投放
活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三亚消费回补
和潜力释放。记者从市商务局获
悉，为了继续提升三亚消费市场活
力，“助商惠民 乐享海南”2022 年
三亚市政府消费券第二季从7月11
日起正式发放，继续“催热”消费市
场。

据悉，此次消费券分为两大板
块：“心动三亚”离岛免税消费券，

“美好三亚”家电消费券。投放对
象为岛外主要客源地（疫情低风险
地区）游客、三亚市民，消费券最高
立减1000元。

“心动三亚”离岛免税消费券适
用 cdf 三亚国际免税城、cdf 三亚凤
凰国际机场免税店、三亚海旅免税
城、国药中服三亚国际免税购物公
园等4家离岛免税实体店。依托中
免会员、海旅免税城、CNSC国药中
服免税三亚店微信小程序等3个微
信小程序进行投放。市民游客可通
过扫描活动主题二维码进入H5页

面，或搜索“中免会员”“海旅免税
城”“CNSC 国药中服免税三亚店”
等关键词进入三大免税经营主体小
程序后到达活动会场领取。

“美好三亚”家电消费券主要在
京东 APP，仅限当前地理位置定位
在三亚的市民领券。市民可以通过
京东 APP 首页顶部搜索“美好三
亚”或“三亚消费券”进入发券主会
场领券；已领取消费券的京东账
户，点击右下角“我的”—“优惠券”
页面查看并使用已领取的消费券。
消费券仅适用于收货地址为三亚市

的家用电器、数码3C类订单。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消费需求加速更新、拓展，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迭代，居民消费加
速向高质量、个性化、多样化方向
升级，三亚将按各阶段消费券投放
效果，不断调整投放策略，最大限
度惠及市民游客和商家。

据介绍，从全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贡献率看，离岛免税占到
70%；从前期消费券发放效果看，离
岛免税消费券杠杆率达1∶20左右，
高于其他消费券；从带动旅游效果

看，随着高考结束和暑期来临，旅
游市场将进一步升温，离岛免税
有助于拉动新增消费，进一步带动
旅游业复苏。此外，家电消费升级
刚需性较强，市场潜力尚未充分释
放，结合市民在暑期高涨的家电购
买需求，此次消费券重点投放离岛
免税购物和绿色家电消费版块，其
中 80%资金用于投放离岛免税消
费券，20%资金用于投放家电消费
券。活动中可根据投放效果适当
调 整 消 费 券 资 金 比 例 和投放方
向。

最高立减1000元

快抢！三亚第二季消费券今起发放
促进离岛免税购物和家电消费

本报讯（记者 王昊 张慧膑 林
林）记者了解到，第二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下称“消博会”）注
册及证件管理中心于 7 月 10 日起
正式对外提供服务，工作时间为每
日9时至17时 30分。目前，本届消
博会证件发放工作有序推进，已制
证近 5 万张，预计本月中旬基本完
成发放任务。

第二届消博会注册及证件管理
中心地址为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

266 号梦享龙腾湾 1 栋。在制证
区，参展商、采购商以及专业观众
等相关证件不断被制成，一些证件
在制成后当即由邮政部门寄出；在
领证区，证件电子智能柜实现了证
件的一键存取，领证人员出示身份
证即可快速领到。

据了解，第二届消博会注册及
证件管理工作呈现多个亮点，证件
注册及领取更便捷，人员进出消博
会展馆将更顺畅。本届消博会优化

登记渠道，开通了线上线下报名渠
道，前期主要是线上报名，后期情
况特殊的应急补证可现场受理；在
消博会官网开通英文版报名系统，
方便外籍人员报名。在提升软硬件
设施上，第二届消博会注册及证件
管理中心面积2000平方米，设置了
22 个服务柜台，增设咨询台、应急
柜台、临时补证柜台，志愿者服务
人员 30 余人；与中国联通合作，增
设 4008-413-413 消 博 会 服 务 专

席；取发证管理信息化、便捷性提
升。首次启用证件电子智能柜，提
高管理效率和减少差错率，提高现
场取证速度，增强体验感。证件领
取方式灵活便捷，支持邮寄、机构
领取和自提。选择证件邮寄服务
的，收件地址会自动绑定在芯片中，
制证当天便可通过EMS立刻寄出，
一证一件。截至目前，已有1.2万张
证件寄出。据悉，海南国际经发局
与省公安厅、省卫健委和省大数据

局等相关单位密切配合，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并首次实现人
员证件权限与防疫信息精准匹配。

第二届消博会将于7月26日至
30 日在海口举办。本届消博会以

“共享开放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
主题，呈现“三个聚焦”和“三个突
出”特点，即聚焦全球消费精品、聚
焦重点国别、聚焦首发首展首秀和
突出绿色低碳发展、突出知识产权
保护、突出履行社会责任。

第二届消博会已制证近5万张
本月中旬基本完成发放任务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 通讯
员 吴晓媛）7月 7日，崖州区“消
费助农”集市活动火热开市，活
动旨在为广大农户拓宽农产品
销售渠道，实现助农增收。

“这个蜂蜜是农户自己采的，
品质非常好”“刚刚采摘的空心
菜，不要错过”……集市现场，
散养土鸡、空心菜、糯米酒等种
类丰富、绿色新鲜的特色农副
产品摆满了展销摊位，令人目
不暇接。农户带来的农副产品
种类繁多，前来购买的顾客“身
份”也各有不同，有居民游客，
也有来自事业单位员工和党政
机关党员，他们根据自身需求
在摊位上挑选着心仪的农副产
品。

“集市上展销的原生态农副
产品吃着很放心，而且在‘买买
买’的同时还能帮助农户，一举
两得。”居民曾女士说，在集市
上既能购买到优质绿色农副产
品，又能为崖州区乡村振兴贡献
一份微薄之力，今后还会继续参
加此类活动。

据了解，为做好此次活动，崖
州区提前筹划，积极动员全区建
档立卡户、监测对象、低保户及
残疾人户（有劳动能力）和带贫

企业（合作社）将农副产品带到
集市上展销，并组织区直机关、
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参与购买，多措并举助农增
收。

记者了解到，此次集市共布
置 14 个销售展位、销售产品 20
余种。通过开展此类消费助农
集市活动，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
道，助农增收。同时，通过“以购

代捐”“以购代帮”的方式，共同
营造全社会广泛参与乡村振兴
的良好氛围，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发
挥促进作用。

崖州区 “助农集市”卖的买的一举多得

市民选购农产品。通讯员 罗子敏 摄

◀上接1版
郑炜航说，亿恒夜市在努力做好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依托夜间经济，
继续引进全国各地特色美食，同时
发展体验型、主题型、休闲型、智能
型等消费新模式，打造消费新场景，
让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商圈火
起来。

亿恒夜市只是三亚“夜经济+”促
消费“再升级”的一个缩影。三亚正
在发力“夜经济”，各大夜市也在主动
求变，下好“夜经济”这盘棋。

乐天城夜市“烟火气”正浓；三亚
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打造“三亚夜游
美食目的地”；亚龙湾东榕美食广场
和海棠 68 环球美食街，主要面向来
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着力于提供一站
式、多元化服务；博后村推出“深夜食
堂”；明珠广场、解放路步行街、三亚
风情街等城区各商业中心周围，形成

“食、购、娱”于一体的夜间消费集群；
还有商品街、第一市场夜市、三亚火
车头万人海鲜广场以及隐藏于海棠
区的林旺夜市……

“夜三亚”不仅构建起“吃住行游
购娱”一站式消费体验，更融入夜间
运动、学习等消费新场景，全面带动
夜间经济集聚区涌现。

“夜经济”已然成为三亚经济新
兴“活力源”，城市发展的新赛道。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之前给我大叔办

老年公交卡，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地方，挺不

方便的。大社区真是好，代办公交卡服务送到

家！”7 月 9 日上午，在天涯区华丽村路口，准

备和父亲一起搭乘公交车到市区的村民黎松

瑞高兴地对记者说。

在“能力提升建设年”、深化拓展“查堵点、

破难题、促发展”和“制度执行年”活动中，为

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天涯区

过岭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连日来开展“下基

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

近期，在走访中了解到部分村民反映的

“老年公交卡需要到市区办理，路程较远，十分

不方便”的情况后，过岭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董丽仙、王万富当即研究解决办法，

主动联系三亚公交部门业务人员，为行动不便

的老年人和村民提供办理公交卡业务上门服

务。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集中为过岭大社区

综合服务中心服务辖区的各村年满 65 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开展上门办卡服务，于 6 月 27 日

早上收集好办理公交卡所需材料，当日上午将

材料送至公交卡办理点完成制卡，下午将公交

卡发放至村民手里，让社会事务受理业务服务

有温度、有力度、更有速度。

“我们村很多老年人想办理公交卡，但因

腿脚不方便，也不知道去哪里办理，所以一直

耽搁，此次大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上门给我们办

理，真是很为我们着想。”华丽村委会龙干村龙

干小组董大妈拿到卡后高兴地说。与董大妈

一样，在最近一周，过岭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服务辖区的各村共有 70 多位老年人在家里领

到了崭新的公交卡。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让便民服务‘动’起

来，让更多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共创

幸福和谐大社区。”天涯区过岭大社区综合服

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刘宗献说。

天涯区过岭大社区：

代办公交卡送到家
便民服务有温度

Sy我为群众办实事

7 月 8 日，鸟瞰位于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的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项
目。

目前，该项目正在有序建设中，
部分已封顶的实验楼进入幕墙玻璃
安装、机电安装等工作。据了解，该
项目是省委、省政府为践行国家海
洋 强 国 战 略 、打 造 海 洋 科 研“ 国 家
队 ”而 推 出 的 重 点 项 目 ，建 成 后 重
点发展深海科技和科教研发产业，
其中深海科技方面涵盖深海装备、
深 海 材 料 、深 海 通 讯 、海 洋 船 舶 和
海洋公共服务等方面，未来将重点
建设成为国家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
台，满足涉海高校开展深海科技研
发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等 公 共 需 求 ，打
造成为深海科技高层次人才产学研
的集聚地。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深海科技创新
公共平台项目
稳步推进

三亚：点亮夜经济
升腾“烟火气”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由海棠区委组织

部、区人社局、区商金局联合组织开展的“首创

助航·梦启海棠”电商人才系列活动之“海棠星

主播”训练营活动在海棠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

落下帷幕，系列活动吸引该区电商创业人才及

电商直播爱好者60余人参加。

近年来，以直播带货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

式迅速发展，在激活消费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的

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创业机会，为社会经济

的新发展格局注入了新动能。“海棠星主播”训

练营采用“实操+竞技”的模式，解锁直播话术、

流量密码以及产品品控和营销技巧等干货知

识，并以湾区乡村振兴特色产品——湾坡鸭、升

昌香水莲花、海棠锦、椰雕等开展直播实践演练

和比拼，进一步提升本土电商人才直播实战能

力。

直播实战是训练营的重头戏。培训中，学

员们通过随机分组并进行直播比拼，小组角色

分工明确，有主播、助播、场控、运营等，老师们

通过线上线下观察直播间的直播状态话术、助

播和团队的协作配合、以及直播间观看人数和

点赞量对小组和个人进行评分评选。

下一步，海棠区将继续深入推动“人才强

区”战略，立足湾区人才发展特色，结合地区人

才需求开展各式主题技能培训，激发湾区人才

创新创业热情，用“人才链”串起“产业链”，为

地区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新的力量。

“海棠星主播”训练营举办
助力海棠区电商直播人才培育

市政务服务中心:

将61个审批服务事项
纳入综窗统一收件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为进一步推动政务

服务“大综窗”改革，7月 8日，三亚市政务服务

中心将三亚市卫健委“护士执业注册许可延

续”等61个审批服务事项纳入综合窗口统一收

件，为群众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据了解，市卫健委此次纳入综合窗口的审

批服务事项包含了“医师执业注册许可（首次

注册）”、“执业医师资格认定”、“护士执业注册

许可首次”、“公共场所卫生备案登记”、“公共

场所卫生许可证变更（告知承诺制）”等61项，

其中“护士执业注册许可延续”事项可当场办

结并取证。

办事群众可先登录“海南政务服务网”查询

待办事项的办事指南以及材料清单，准备好申

报材料后提交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的综

合窗口，经窗口收件并初核无误后提交到市卫

健委审批办受理，待事项办结并制证后，系统

会自动发送短信通知办事群众到市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的“统一出件”窗口领取证照。

据悉，实行统一收件后，市卫健委设在市政

务服务中心的审批前台窗口不再直接对外收

件。办事群众在办理上述事项时，如遇问题可

拨打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的服务电话

（0898—38860182）进行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