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期间共销售免税品 114 万件 金额达 9.97 亿元人民币

海南离岛免税销售创新高

■责任编辑：赵筱

11今日海南
NOUVELLES  D'EUROPENOUVELLES  D'EUROPE

P星期四 25 Feb 2021

春节期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再创历年新高。今年春节期间海关共监管销售离岛
免税品 114 万件，购买人数 11.5 万人次，销售金额 9.97 亿元（人民币，下同）。

【欧洲时报讯】春节期间，海

南离岛免税销售再创历年新高。海

口海关 2 月 18 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春节期间海关共监管销售离岛

免税品 114 万件，购买人数 11.5 万

人次，销售金额 9.97 亿元，分别较

2020 年春节期间增长 225%、97.5%

和 261%。

2020 年底，中国四部委联合批

复同意海南新增 6 家离岛免税店，

随后有 5 家离岛免税新店相继在三

亚、海口开业。目前，海南已营业

的离岛免税店共有 9 家。

种类多、折扣多，游客将免税

店作为假日必逛“景点”。记者在

海南多家离岛免税店看到，不少游

客为亲朋好友挑选免税品作为“年

货”。全球精品海口免税城有限公

司运营部销售经理徐宗岳介绍，春

节期间香化品、手机、酒类销售区

域客流火爆。

春节前海南离岛免税“邮寄送

达”和“返岛提取”政策落地，有

效解决离岛旅客提货排队时间长、

随身携带不便等问题。

中国邮政集团海南省分公司有

【欧洲时报讯】“在这里过年，

除了逛景点，还可以‘逛店’。”在

海南，消费者购买离岛免税商品作为

“新年货”，逛免税店渐成“新民俗”。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自 2011 年

施行，从三亚一家店扩展至目前全岛

三地九家店，免税限额从 5000 元提升

到 10 万元，商品品类从 18 类增至 45

类。

店多、货品渐全，免税店成为人

们假日里必逛“景点”。2 月 13 日大

年初二，海口、三亚多家免税店出现

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排队进店、排队

买单，流连各大专柜挑选心仪商品。

“从早 10 点到晚 10 点，客流一

直保持在高位。”全球精品海口免税

城有限公司运营部销售经理徐宗岳介

绍，由于过年期间优惠活动多，店内

香化、手机、酒类销售区域火爆。

　“通常置办年货都是买吃的喝

的，现在不少人来我们这里买电子产

品，作为犒劳自己或者家人的‘新年

货’。”在三亚国际免税城，三楼的

电子产品区和酒类区顾客盈门。销售

主管陈飞飞说，一些厂商看到免税商

品的旺盛需求，选择在春节推出免税

专供产品、新春套装等。

在海口一家免税店内，本地消费

者淘子在免税店购买手机和护肤品。

“准备出岛，给朋友带一些免税商品

作为新年礼物。”淘子说，手机省

1000 元左右，护肤品省了几百元，“如

今免税品已成为海南的金字招牌，免

税品作为‘年货’很有面子”。

“无论是当地市民还是游客，过

节多想来免税店逛一逛，看看有什么

值得买。”徐宗岳注意到，即便暂时

没有离岛计划，不少海南当地居民特

别是年轻人喜欢逛免税店，看看新款、

比比价格。

春节前公布的邮寄等新措施进一

步便利了消费者购物：离岛旅客购买

免税品可选择邮寄送达方式提货；岛

内居民离岛前购买免税品，可选择返

岛提取。

“给亲戚朋友买了几万元的新年

礼物，直接寄回去，减少在提货点排

队时间。”来自中国北方的游客李女

士说。

深圳游客王先生正在挑选洋酒。

“在免税店买酒、香化品，有买给

自己用的，也有给亲戚朋友的新年礼

物。”王先生注意到，海南免税店商

品越来越丰富，春节期间价格优惠幅

度大，店内服务好。

“春节游客和返乡海南居民‘撞’

在一起，所以各家店的客流都逐日攀

升。”三亚海旅免税城负责人谢智勇

说，免税品在平常被离岛旅客当作“伴

手礼”，春节自然成为“新年货”。

随着海南自贸港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海南离岛免税商品将被更多消费者青

睐。� 王晓斌 王子谦

逛免税店、挑新年货成为海南新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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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讯】海南正在如火如

荼地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海南

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周军平近日

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海南自贸港政

策红利释放，洋浦获得强劲发展动力。

洋浦经济开发区自 1992 年成立以

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了不同使

命。“当前，洋浦的重要使命就是成

为自贸港建设先行区、示范区，成为

海南省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周军

平指出，洋浦当前重点谋划好高新技

术产业基地、西部陆海新通道航运枢

纽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平台

三篇文章。

他介绍，洋浦正加快推动多项自

贸港政策落地实施。如“中国洋浦港”

船籍港政策实施至今已登记注册 25 艘

国际运输船舶，吸引 80 多家航运企业

集聚。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仅实施

四个月就累计完成 11.35 亿美元的离

岸国际贸易额。

“应该说，半年时间自贸港政策

在洋浦已经充分显现了政策优势，逐

步显示出强大的政策红利，为洋浦及

海南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周军

平如是说。

据悉，在自贸港政策红利的驱动

下洋浦经济指标较快提升。2020 年，

洋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0.5%，

新增市场主体同比增长 419.4%。

洋浦是距离东盟最近的国家级开

发区，在自贸港建设中具备独特的地

缘优势。周军平说，未来洋浦要成为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交汇点。一方

面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创造国际化基

地，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

源，改善国内市场的供给，达到双赢

目的。

“自贸港政策带来的机遇空前绝

后，很有可能就是洋浦最后一次机

遇。”周军平坦言，为抢抓自贸港机

遇，洋浦计划到 2025 年地区生产总值

翻 1.5 倍，年均增长达到 20% 以上，

同时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指

标都制定了较高目标。

他说，为实现上述目标，洋浦未

来 5 年将打造绿色石化新材料、港航

物流、国际贸易三个超千亿级的产业

集群，同时谋划多个百亿级产业，形

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王子谦

政策红利助力洋浦发展

做好水文章 海南推进水生态修复治理
【 欧 洲 时 报 讯】2019 至 2020 年

度调查新监测到鸟类 18 种；新记录到

植物 21 种；发现红腹异蜻，是海南蜻

蜓的新纪录……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

所长卢刚近日在海南 2021 年“世界湿

地日”线上直播活动中，介绍海口五

源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年度体检报告”，

为数万名观众带来惊喜。

位于海口城区的五源河国家湿地

公园原是硬渠化水利工程，后改成“生

态水利工程 + 湿地公园”项目。“景

观类型很丰富，一步一景，海浪翻滚、

芦苇荡漾、鸟鸣虫唱，不同的区域有

不同的感受。”海口市民陈先生说，

他常骑车来此练瑜伽，身心得到最大

程度放松。

海口自古有“水城”美誉，灵动

的河湖水系纵横交错。五源河是海口

做好“水文章”的缩影。近年来，海

口根据不同的湿地特点，将昔日“臭

水沟”美舍河变成了湿地景观河，“臭

水塘”东、西湖重焕光彩，土整项目

潭丰洋变成了火山熔岩湿地……先后

荣获“国际湿地城市”、全国黑臭水

体治理示范城市、首届“生态中国湿

地保护示范奖”等荣誉。

去东寨港探奇海底村庄，去羊山

观赏火山古村，去五源河追寻“最美

小鸟”蜂虎，去新旧沟参观千年“海

南都江堰”……随着生态环境不断修

复，海口湿地旅游逐渐兴起。长年专

注户外亲子活动的田维刚说，近年来

组织了 400 多期活动，有不少在湿地

周边进行。

眼见家门口 2225 亩迈雅河区域生

态修复项目一期即将建成，今年 1 月，

海口江东新区溪头村村民小组长陈芳

利带领村民，引进企业与村小组经济

合作社联合注册成立新公司。昔日靠

养鱼生活的村民，准备好依托项目建

成后的湿地公园发展旅游、花卉等产

业。

海口江东新区是海南自贸港 11 个

重点园区之一。虽然新区起步区目前

还是工地，但周边的迈雅河、芙蓉河、

道孟河和海岸带的生态修复项目已初

露真容。

“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做法。在城

市‘种楼盘’大家都会，但在建设的

同时‘留白’，尽显河流内在生态之

美非常不易。”谈及在寸土寸金的新

区大面积修复水生态，海南省水务厅

副厅长冯云飞说，自贸港的新区建设，

最大优势在水。

冯云飞说，海南在编制海口江东

新区控规和总规时同步编制了水安全

保障方案，希望以水系布局引领城镇

空间布局，让新区蓝绿结合，营造非

常灵动的空间，增强新区吸引力。海

南还将持续探索在 11 个重点园区的开

发布局中统筹做好“水文章”。

2020 年，海口江东新区吸引力快

速提升，全年新增市场主体 8557 家，

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245 亿元，64 个新

建项目 100% 开工，全口径利用外资完

成年度目标的 282%。

水生态治理修复只是海南做好“水

文章”的一部分。记者从海南省水务

厅获悉，海南“十三五”期间还同步

重点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城镇生活污

水治理等工作，使水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保持全国一流。全省 3526 条河流

和 1105 座水库全部纳入河湖长制管理

范围，全省列入国家考核的 29 条城市

黑臭水体全部消除黑臭，10 座敏感区

域城镇污水处理厂完成提标改造，144

座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开工建设。

立足海岛独特水系特点和发展需

要，海南“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

海岛型绿色智慧水网”。海南省水务

厅厅长王强说，将以推进绿色智慧水

网建设和提升水务治理现代化水平为

主线，为建设自贸港提供有力支撑。

� 尹海明 符宇群

关负责人 2 月 18 日告诉记者，2 月 11

日至 17 日中国邮政共邮寄离岛免税品

1540 件。� 王子谦 符太生

图为顾客在海口市内免税店选购化妆品。�
 骆云飞摄

图为在洋浦港停靠的国内外货船。 骆云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