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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货，血拼，怎一个火字了得！
本报记者 !"#

从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打开大门
的那一刻起!离岛免税购物首日的场景就只
能用火爆来形容"进店游客和销售情况远远
超过原来的预期#店内到处是游客!不少柜
台前排起长龙! 部分柜台在开业 !"分钟后
就采取了人流限制措施$$

国内消费者的热情在 #"""平方米的店
铺内迅速燃烧!为海南离岛免税购物营造出
一个火热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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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 $时 !"分!离岛免税政策启动
仪式在免税店外广场举行!周围已经围满了跃
跃欲试的各地游客" 店里还没有一个顾客!店
员们最后审视一遍自己的准备工作!陆续站在
各自柜台的入口处!准备迎接第一批顾客"

&今天肯定会是很辛苦很累的一天!但
我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从心理到货品%'香奈
儿专柜导购齐小姐说!这些天已经有非常多
的客人前来&打样'!她们也帮助客人们记录
下了所选商品% 从&打样'的客人数量估计!

今天的顾客不会少%

在古驰(%&''()专营店门口!店员王欣
欣已经布置好了一道导流护栏!以便在客流

大时引导游客有序进入店内%记者在其它几
家店面门口也看到了同样的导流护栏%王欣
欣告诉记者! 店方估计首日客流量会比较
大!为此昨天加班到很晚!又采取了一些措
施! 包括准备更充足的购物卡和货品库存*

把库存放在更方便提取的地方*设置导流护
栏等等%&一直期待着这一天!我们现在也很
兴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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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时 *+分!三亚市内免税店打开
大门开始营业!等候在门外的上千名游客迫
不及待地冲入店内!一些媒体记者惊呼其为
&集体冲锋'% 一瞬间!一层各柜台的导购员

和收银员就被人群包围!并在店员们的大声
提醒之下开始形成一列列队伍%

大约 !分钟左右!在距大门最近的香奈
儿香化专柜就诞生了首位完成购物的顾客%

各柜台的电脑也开始忙碌起来!繁忙的店员
们额头上渐渐渗出汗珠!不一会儿!几乎所
有香水化妆品柜台都挤得满满的%

已订好今天离岛航班的游客最为着急!

他们也是最先冲进来的一拨人流%进来后直
接到货架上取下早已看好的商品!催促店员
尽快办理购物流程% 有的游客慢了一步!排
在长长队伍里急得直跺脚% 一位顾客说!特
意为购物改订了今天下午的航班!特别不希
望来不及购物%

有不少游客进来的时候拿着小纸条!也
不看流程*提示等等!直接到货架前取下货

品% 他们都是提前来&打样'过!早已看好了
商品%

来自云南的朱女士在化妆品柜台前!手
里攥着一叠小纸条% 她告诉记者!前几天已
经来过好几次! 基本选好了要买的品种!节
省了不少时间%

还有一些游客!进店之后先在门口了解
购物流程!或在前台咨询问题% 他们的离岛
航班还有好几天!今天先来逛一逛!慢慢地
挑选商品%

开门后 *"多分钟! 团队客人也依次前
来!在前台等待工作人员办理购物卡% 忙碌
的前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上午已经有三四
个团队进店购物%

*"时 ,"分!店内广播通知采取人流限
制措施% 一些品牌店铺为保证购物环境!限

制进店人数在 -"人内%广播里则反复提醒!

离岛航班在几天后的游客不用急着购物!优
先让今天和明天离岛的游客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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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时 !"分! 香化区已是人满为
患!雅诗兰黛*兰蔻*香奈儿专柜前都排起了
长龙% 手表区*巴宝莉*古驰*巴利等专柜前
也是如此% 在古驰店门口!导流护栏后面形
成了长长的队伍!记者数了一下有近 .+人!

店内还有约 -+人在等待%

当记者 ,+多分钟后再次路过古驰店门
口!来自上海的张先生还在队伍里等待% 他
说!女友非常喜欢这个国际品牌!明天离岛

前一定要给她买一个%

据悉!在首日销售排行上!香化区的雅
诗兰黛*兰蔻!还有古驰包进入三甲% 为何
如此受欢迎+ 店员王欣欣告诉记者!针对
/+++元的限额!该店对部分超出 /+++元的
商品进行了二次调价!价格调到 /+++元以
下!因而在价格上非常有优势% 最初 -+分
钟内!就卖出了 .个包%

&这个包我们之前看过了!比香港还便
宜几百块!划算!要尽量用满额度% '来自天
津的李先生*苗女士夫妇一举拿下了两个
,+++多元的古驰包!一下子就把额度接近
用完%

记者在店内观察到!最受欢迎的无疑是
优惠大*单品价格的香化产品!除此以外!接
近 /+++元的皮包*手表一件就能用满额度!

也颇受欢迎% 据中免集团介绍!首日销量
中!/+++元以下的商品超过 $成%

但还是有一些顾客选购 /+++元以上
的商品!部分因素来自对免税店内品牌的
认可% 来自湖南的谷先生选购了一块
#+++多元的浪琴律雅手表!加上 -+0的行
邮税!共付出 1.""多元% 他说!最终价格
和长沙的商场里差不多!但那里新款常常
缺货!&这里现货很齐全!能在三亚买到也
很高兴% ' $

TUVW

%

X

&"

*Y

'

!"#$

%&'()

TUVW

%

X

&"

*Y !$%&'"离
岛免税政策实施首日!人流如潮!交易火爆%

相对而言!二楼划出的&有税区'收银结算速
度要快很多! 这是因为无需身份证和信息输
入程序% 但妆容与其他柜台的收银小姐依旧
忙得不亦乐乎! 尤其是海南特产区的几个柜
台%

海南特产区有春光*南国*昌茂*美裕*海
润*椰仙几个品牌% 货柜上!各品牌有中免统
一标识的优惠告示!如&凡选购春光特制椰子
糖!两袋可获 $折优惠!三袋或以上!可获 12/

折优惠% '许多袋装椰子食品甚至低于 *"元
人民币%

来自贵州的游客李小姐选购了一塑料提
兜的特产%李小姐告诉记者!她并不清楚免税
店里特产的价格与其他商场的区别! 但相信
免税店里商品的质量%

据记者调查! 免税店里的海南特产与市
场上其他店在价格上相差无几! 甚至有些还
稍微便宜%

中免集团三亚免税店副总经理滕锐介
绍!按照外国市内免税店的惯例!一般都会在
店内设有当地品牌专区!售卖本地特产%三亚
免税店在最初试营业阶段就引进了海南特产
品牌% 同时!这也顺应了海南省委*省政府推
广和发展海南本土品牌的要求%

但并不是任何海南本土品牌都能进入免税
店% 已进入免税店的这六个品牌中!有自我推荐
的!也有中免找来的!是一个相互选择的结果%

文昌市春光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敏
自豪地告诉记者!由于及早得知免税店里会有
海南特产区!春光便主动与中免接洽!成为第
一家进入中免集团三亚免税店的海南品牌%

刚开始只能对境外人士销售时! 春光特
产在免税店里的销售业绩不太好% 随着海南
离岛免税政策实施!进店参观游客越来越多!

海南特产区销售也越来越好%李敏认为!春光
看中还不仅是免税店的广大客源! 更在于免
税店的平台和效应%

,月 -"日上午 *"点 *!分! 三亚免税
店刚刚开门 !分钟!在距离商店大门最近的
香奈儿化妆品专柜!来自北京的旅客杨敏琦
就在导购人员的帮助下!成功刷卡购买到了
一瓶 *""毫升装香奈儿邂逅柔情淡香水!拿
到了提货单% 她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成为国
内首位完成离岛免税购物的顾客%

&真不敢相信是我!太激动了, '接过省
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谭力递过来的纪
念品!杨敏琦已经高兴得不知从何说起%

杨敏琦本周正好在三亚休年假! 听说
了离岛免税政策!特意过来购物% 目标很明
确!就是要买自己平时常用的这一款香水!

因此没有浪费任何时间! 不到 /分钟就完

成了购物流程% &这款在北京买要 *"""多
元!三亚买才 .#/元!确实很划算% '杨敏琦
说! 此前她购买这款商品主要去香港或通
过网络代购两种渠道! 价格和三亚免税店
差不多!但办证手续麻烦!或者品质没有保
证!&离岛免税购物又便宜品质又好! 是今
后购买化妆品很好的选择% '

,月 -"日是离岛免税购物首日! 免税
店将购物时限提前到 ,个小时% 因此!只要
乘坐下午 -点以后航班离岛的游客都可以
购买%

当天下午 *点左右!在三亚凤凰机场!

来自山西的满先生提前 *个小时来到离岛

免税购物提货大厅! 取走了自己购买的两
块手表和 *个戒指! 成为第一个完成所有
购物流程!提取到所购免税品的游客%

&了解到离岛免税政策今天实施的消
息!我们特意推迟了行程!订了符合购物要
求的最早一班机票% '满先生说!他和女友

即将结婚!专程来到三亚&婚纱照游'!没想
到赶上了离岛免税购物政策的实施% 两人
因此又收获了两块国际名牌手表和一枚戒
指!共 ,"""多元!正好结婚时可以用%

本报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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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上午!三亚免税店开门之后大
约*"多分钟!由中国国旅组织的首批团队客人
也进入了免税店!在前台统一办理购物卡%

导游李浩介绍说!首发团共 -,人!全都
来自浙江嘉兴! 到三亚的第一站就是市内免
税店% 出发前!听说能够在第一天就享受到离

岛免税购物政策!团员都高兴得欢呼起来%

将近中午 *-时!团员们陆陆续续回到
门口集中! 每个人手里的一叠提货单显示
&战利品'丰富% 其中有手表*箱包*首饰!还
有必不可少的香水化妆品%

陈女士买了自己常用的 ! 件化妆品!

一共 **""多元!感觉既兴奋又遗憾!脸上
满是意犹未尽的表情%

&没有用完额度太遗憾了!这里价格很优
惠的!品种也很多!还远远没买够呢% '陈女士
说!可惜时间有限!现在人又多!很多东西来不
及购买!下次一定还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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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晚上 $时 /分! 中免集团三亚免税店的新
浪微博上传了一张图片! 空荡荡的货架醒目
地说明!海南离岛旅客免税政策试点实施第一
天!三亚免税店有部分品牌商品全部售完% 晚
上 *"时 /分!三亚免税店清场打烊时!大部分
商品卖到断货% 商店工作人员正连夜补货%

据了解! 被买到柜台清空的品牌多为化
妆品!如雅诗兰黛*兰蔻*碧欧泉*欧莱雅等%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原以为国内也有欧莱雅
生产!不会如此火爆!但从免税店开张首日消
费者的表现来看! 德国产欧莱雅更受国人欢
迎%

箱包热销到断货!鞋子卖断了码%古驰和
巴宝莉前的购物旅客甚至排队到 -* 时 /"

分%

三亚免税店从 -*时 !"分开始停止旅客
入店! 到 --时 /分已将店内柜台清理干净%

此后! 店内工作人员开始整顿店面! 上架补
货!总结安保等工作%

根据免税店开张首日的表现! 有知情人
士建议!看好雅诗兰黛*兰蔻*碧欧泉*欧莱雅
等化妆品品牌的离岛旅客! 购物时间最好选
在早上!因为那时货架上货源富余%而喜爱古
驰和巴宝莉的旅客!可以选择晚上!因为排队
时间相对白天短一些% 而这两个品牌一直保
持货源充足!白天排队至少等候半小时!但晚
上 $时 !"分后只需排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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