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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消费券优惠，我把家里
的‘大件’都整齐。”炎炎夏日，忙
着装修新家的市民韩嘉对新买
的家电赞不绝口，正盘算着下一
周的抢券购买计划。她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我在京东商城购
买了一台 2700 多元的美的空调
和一台2800元的美的冰箱，使用

‘满5000元减 1000元’的家电消
费券，再叠加商家促销活动，能
省下近1400元。”

像韩嘉一样，这个夏天，不少
三亚市民享受到了消费券的实
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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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消博会期
间持续追加消费券投放，其撬动
作用明显。截至 7 月 26 日 24
时，共投放消费券 77 万余张，投
放金额达1750万元，市民游客领
取 1101 万余元，核销金额 585.8
万元，带动消费23296万余元，杠
杆率达到1：39.8。

据了解，三亚市消费券第二
季发放活动重点投放离岛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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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期间，受到市民追
捧，尤其在周末与消博会期间，
更是将消费热情推向高潮。小
小一张消费券犹如“催化剂”，点
燃市民热情，带活消费大市场，
尤以离岛免税消费券的资金撬
动效果最为显著。据统计，7 月
11 日截至 7 月 26 日 24 时，三亚
共投放离岛免税消费券 66 万余
张，投放金额达 1400 万元，核销
金 额 290 万 余 元 ，带 动 消 费
21135 万余元，杠杆率达到 1：
72.9。

6 月以来，三亚各大免税店
客流量明显提升。在政策推动
下，免税消费呈现明显回暖态

势。6月 25日至 7月 16日，三亚
4家离岛免税店免税品销售额达
20.5 亿元，同比增长 11.4%。三
亚海旅免税城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7月以来，该店的客流环比
上月有较大增长，店内客单价及
销售连带率明显提升，不少顾客
都使用消费券叠加店内的促销
活动使用，享受到了实惠。

此外，记者了解到，为发挥好
首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
和消博会的共振效应，近期，三
亚几家免税店都迎来了众多国
际品牌的集中开业，为消费者提
供更多更优质的购物选择。同
时，多家免税主体亮相消博会，
并推出消博会专属大礼包，开展
系列丰富的线上线下促销活动，
让消费者享受实实在在的福利
优惠。

值得关注的是，家电消费升
级刚需性较强，本次消费券的发
放也进一步释放了家电市场的
消费潜力。“美好三亚”家电消费
券面向三亚本地用户发放，力度
非常大，投放消费券以来，京东
商城上来自三亚地区的搜索量
明显上涨。京东集团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让三亚市民能享受到
更多实惠，京东商城在消费券的
基础上再叠加其他优惠折扣，以
及增加更多适用品类，目前有近
两百个品牌参与了此次消费券
活动，并提供家电 30 天价保、
180 天只换不修等贴心服务，让
消费者放心买、安心用。

“本季消费券发放活动每七
天为一个阶段，目前已完成三个
阶段投放，预计整个消费券第二
季投放活动将累计滚动投放1亿
元，全力拉动消费增长。”市商务
局副局长吉才冠表示，接下来将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市民游客对
消费券的知晓率、领取率和核销
率，更好地发挥消费券撬动作
用，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消费券“叠加”消博会，三亚消费券释放杠杆
效应明显——

两周累计“撬动”消费超2.3亿元
本报记者 李少云

本报海口 7月 28 日电（特派
记者 林林 王昊 张慧膑）7 月 28
日，记者从消博会组委会获悉，第
二届消博会28日入场人数超5.1
万人次。而专业观众展（26 日至
28 日）这三天，消博会入场人数已
达 15.2 万人次。从 7月 29日起，
消博会将迎来社会公众开放日，
预计入场人数还将继续增加。

据悉，7 月 28 日共举办活动
68场，包括全球消费论坛系列活
动10场；安永、毕马威等机构发布
各类专业消费类报告8份；举办第
二届消博会时装周活动3场，发布
160件最新系列单品；举办新品首

发首秀55场，发布新品210件，涉
及生物科技、服务消费、家居生活
等品类。

7 月 27 日，第二届第消博会
入场人数超53000人次。7月 27
日举办活动85场，包括第二届可
持续消费高峰论坛，以及全球消
费论坛系列活动 45 场；安永、毕
马威等机构发布各类专业消费
类报告25余份；举办第二届消博
会时装周活动 8 场，发布 200 件
最新系列单品；举办新品首发首
秀 53 场，发布新品 150 件，涉及
香化、电子产品、健康生活等品
类。

展期三天

消博会专业观众入场15.2万人次

7 月 28 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时尚生活展区展出的一款浪琴表名匠系列腕表。本报特派记者 袁永东 摄

7月28日，消博会展出的江西名菜佳肴吸引众多目光。本报特派记者 袁永东 摄 7 月 28 日，消博会展出的国内外游艇。本报特派记者 袁永东 摄

7 月 28 日，第二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时装周三亚主题日
活动举行，来自香港的著名设计
师杨耀基的 Ribyeung 品牌举办
新品时装秀引来关注。此次三亚
主题日以“心尚三亚·鹿港弄潮”
为主题，艺术装置、新品发布和时
尚走秀等集聚三亚元素的活动轮
番上演。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杨
耀基表示，三亚是一个很放松的
度假城市，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
会，为三亚的时尚穿搭“添色”。

杨耀基说，此次他 带来了
2022 年秋冬系列 10个男女同穿
的风格时装，并请了北京一个街
头涂鸦的艺术家做了涂鸦的效
果。他介绍，这些系列利用中国
文化背景及西方涂鸦文化做一
个中西合璧的效果，针对年轻人
的度假习惯，作一些随性的穿着
方式，展现自己的个性。“很高兴
受到主办方的邀请，整个系列我
大概准备了 2 个多月，今天总共
展示3个系列58套。”杨耀基说，
此次参加消博会，展示了中国香
港的服饰文化，希望通过此次平
台有更多延伸、跨界的合作，把
香港的潮流文化引进到三亚来。

“大家都穿拖鞋，很放松随
性！”提及此次时装秀的创意，杨
耀基透露：该系列本身是一个时

装系列，在受到三亚的邀请做发
布会后，他绞尽脑汁，想尽各种
手法展示出三亚元素。结合在
三亚度假的经历，他将拖鞋融合
进来，并搭配一些时装，呈现一
个度假、放松效果。

“我经常到三亚，以前纯粹是
度假，三亚是一个非常干净、非
常融合的一个城市，很有度假的
感觉。”杨耀基说，在此次系列作
品里，以“日出”和“黄昏”两个色
系为主，这两个色系也是因为三
亚主题才渗透进去的。杨耀基
还向记者透露他的创作理念，他
认为现在潮流应该是没有“界
定”的，没有具体说这件衣服一
定要搭配这双鞋子，无论怎么搭
配，只要好看就可以。

“我发现来三亚度假有很多
的亲子家庭，但是现在非常缺乏
亲子潮流装或是一些比较个性
的亲子服装，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自己的时装能在三亚落
地”。杨耀基说，希望借助此次
消博会，和三亚一些服装企业、
运动牌子或是酒店建立联系，未
来在三亚发展自己的品牌或系
列作品将会加入度假元素，尤其
是会加入一些亲子的度假元素，
展现三亚温馨、休闲、浪漫的时
尚元素。

香港著名设计师杨耀基：

希望与三亚开展延展性合作
本报特派记者 张慧膑 王昊 林林

本报海口 7 月 28 日电（特派记者
张慧膑 王昊 林林）7 月 28 日上午，第
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时装周（以
下简称“消博会时装周”）三亚主题日活
动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艺术装
置、新品发布、时尚走秀等集聚三亚元
素的活动轮番上演。全国政协副主席
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
超以视频方式致辞，三亚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严连勇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
上午 10 点 30 分，以“心尚三亚·鹿

港弄潮”为主题的消博会时装周三亚主
题日活动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主秀场
正式拉开帷幕。作为 2022年琼港文化
深度交流合作的亮点活动之一，此次时
装周主题日活动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在活动现场，三亚市旅游推广局与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及多个设计师品
牌举行战略签约仪式，多方将共同携
手，通过消博会的举办建立三亚与国

内外知名品牌的深入合作关系，共谋
发展，积极联动，向香港及国际和其他
地区游客发出三亚旅游的热情邀约，
不断增强三亚旅游文化在国际上的影
响力和知名度。当天，包含香港独立
设计师品牌在内的多个时尚品牌在消
博会时装周主秀场及海边秀场举办新
品走秀活动，吸引众多参展商及观众
参与。

据了解，此次邀约的香港设计师品
牌以大湾区-香港设计师专场进行首

发首秀活动，旨在吸引和推动更多香港
和国际品牌未来在三亚进行首发首秀
活动，以宣传“旅游+文化”的目的地推
广模式，展示三亚国际旅游胜地形象。
通过此次消博会时装周三亚主题日活
动，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将对接更多国内
外知名品牌和项目，积极引入三亚，与
三亚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提振三亚旅
游消费信心，增强三亚旅游消费活力，
有力支持三亚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加快
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第二届消博会时装周三亚主题日活动举行
梁振英李家超以视频方式致辞

成功举办第二届全球消费创新暨
免税与旅游零售大会，来自行业头部品
牌以及咨询机构的人士共话免税经济
发展大计；中国免税、海旅免税、国药中
服免税、珠海免税、深圳免税、海空全球
精品免税城、王府井免税等免税零售企
业云集 6号馆双循环全球展区，相继推
出专属大礼包，“买买买”的参观者在各
免税店展区排起长龙……在第二届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从论坛到展馆
再到参观者，“免税”已成为热门话题，
人们通过世界的视角看海南离岛免税
发展，再通过海南离岛免税发展近距离
看三亚免税经济未来发展蓝图。

■ 世界免税看海南：
在当今消费版图中，海南

自贸港免税消费成为一个闪
光的亮点

2021年，海南离岛免税店销售总额
超过600亿元，同比增长84%；免税购物
人数约968万人次，同比增长73%；免税
购买件数5349万件，同比增长71%……
在第二届全球消费创新暨免税与旅游零
售大会上，一组超乎想象的数据“征服”
了参会嘉宾，收获了世界的点赞。

世界免税协会主席艾瑞克·莫腾森
在大会视频致辞中说，海南离岛免税市
场的增长是现象级的，拥有巨大潜力。

穆迪戴维特&毕马威中国联合发布
的《海南自贸港旅游零售市场白皮书
2022 版》提出，海南离岛免税市场未来
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免税市场。

其实，在去年举办的首届消博会上
发布的《全球免税白皮书》也有同样的
预测：“海南离岛免税短期内或将成为
全球最大免税市场。”

《海南自贸港旅游零售市场白皮书
2022 版》认为，伴随着离岛免税政策红
利持续释放，后疫情时代的海南自贸港
旅游零售市场规模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给广大投资者在海南探索发展新空间
注入强大信心。

权威研究报告显示，疫情之前的
2019 年，中国人消费了全球 40%的免
税品，其中境外购买免税品整体规模超
过 1800 亿元，而中国免税业销售额仅
有 545亿元左右。受中国游客的青睐，
韩国免税连续多年占据国际免税市场
最大份额，2019年突破20万亿韩元（约
合人民币 1156 亿元）大关。受疫情影
响，韩国免税店 2020 年总销售额为
15.5051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900 亿
元），同比减少近四成。相反，海南离岛
免税自2020年 7月 1日新政调整后，一
直保持“买买买”的火爆势头，最近两年
离岛免税店销售额连续翻番。据海口
海关统计，从 2020 年 7月 1日至今年 6
月底，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商品销
售金额 906 亿元、销售件数 1.25 亿件、
购物旅客 1228 万人次、日均购物金额
1.24亿元，较新政策实施前增长257%。

从 2020年 7月 1日开始，海南离岛
免税购物额度从每年每人 3 万元提高
至 10 万元，单次购买数量限制的商品
种类大幅减少，这也是海南离岛免税
政策自 2011年实施以来力度最大的调
整。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之一，
离岛免税新政红利持续释放，海南自
贸港正在成为游客心目中的“购物天
堂”。

■ 海南免税看三亚：
离岛免税销售额占全省

逾七成，免税格局不断开启
“升级”之路

在本届消博会上，参展的中国免
税、海旅免税、国药中服免税在三亚已
经成为市民游客耳熟能详的免税企业。

中国免税在三亚深耕离岛免税市
场 11 年，目前经营全球最大单体免税
店——三亚国际免税城。

2020 年底，海旅免税城、中服免税
购物公园、中免三亚机场免税店同天开
业，与三亚国际免税城构成了三亚免税
店“四店争鸣”新格局。

在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新政实施和
“四店争鸣”新格局的助推下，两年来海
南离岛免税三亚销售金额达 666亿元，
购物旅客人数超 730万人次，销售金额
占全省逾七成，购物旅客人数占全省近
六成。

在取得优异成绩的面前，三亚免税

市场版图扩展的步伐并没有止步。
在本届消博会上，珠海免税展示了

位于三亚湾路的三亚合联中央商务区
项目规划。宏伟的蓝图，展示着三亚免
税市场阔步前行的坚定信心。

据悉，2020 年，拥有一张免税牌照
的珠海免税集团紧抓海南自贸港建设
机遇，在海南注册公司，竞得三亚中央
商务区凤凰海岸单元地块。根据三亚
中央商务区园区产业规划，竞得地块拟
建设滨海高端旅游零售商业项目，其中
涉及离岛免税业务。

此外，“四大驻港中资企业”之一的
华润集团，也有意在海棠湾布局“超级
万象城”项目，角逐三亚免税市场。

其实，国际免税企业也对三亚免税
市场跃跃欲试。DFS 中国业务及战略
发展副总裁谭天奇在首届消博会上表
示，未来 5 年将在海口、三亚以及其他
合适的地域设立不少于 4 家市内免税
品商店。

三亚免税站在新起点，迎来发展新
机遇、新格局、新变化。在“打造国际旅
游胜地”“打造国际旅游消费标杆”的道
路上，面对国内国际免税市场变化带来
的新挑战，三亚免税在变局中开新局，
不断开启“升级”之路。

未来，三亚“免税购物天堂”吸引
力将愈加凸显，国人免税消费的“海外
购”将会回流至三亚，充分释放消费升
级红利，助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

世界免税看海南 海南免税看三亚
本报特派记者 王昊 林林 张慧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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