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年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效应

■ 本报记者 杨艺华

自2011年4月20日，离
岛免税政策正式在海南落地
实施，这项政策早已成为国际
旅游岛一张熠熠生辉的“金名

片”。据海口海关统计，政策实施5年
来，三亚、海口两家免税店累计销售额

190.38 亿元，购物 2405.97
万件，购物人数 624.58 万
人次，有效拉动了海南旅
游转型升级。

变脸、吐火、卡通熊猫、手绘三国
舞台剧……近日，一首首动听的音乐
为“成都旅游文化周”首尔站拉开了序
幕。此次活动当中，升级版的成都旅
游韩国体验中心正式落成。此前，成
都在中国香港、俄罗斯设立了旅游体
验中心。以旅游体验中心为“桥头
堡”，成都大力开展规模化旅游品牌和
产品营销，助推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设，
进一步提升成都旅游在境外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宽窄巷子的功夫茶、西岭雪山最
温暖的南国滑雪场、安仁古镇的民国
风情、熊猫邮局的明信片……近日，国
家旅游局在香港和澳门举办“美丽中
国——2016内地旅游（港澳）嘉年华”
系列活动。活动期间，成都向境内外
嘉宾和港澳民众展示了成都丰富的生
态旅游资源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引得

业界人士和观展嘉宾赞叹不已。
在俄罗斯的营销推广活动中，为

了让俄罗斯朋友更加深刻地认识现代

化的成都，本次推广活动特别安排在
了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活
动现场，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向俄罗

斯市民分发资料和礼物，让大家零距
离感受到成都文化的魅力。

作为“成都旅游文化周”活动的重
要内容，成都旅游推介会在韩国首尔
喜来登华克山庄举行。当晚，来自中
韩的旅游企业代表、业界专家和媒体
代表欢聚一堂。精彩的表演在活动现
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高潮，尤其当川
剧绝活变脸和吐火上演时，台下响起
的掌声久久不绝。

在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成都旅
游境外营销团向在校师生介绍了成都
的文化历史和旅游资源。这些内容尤
其受到该校孔子学院学生的热烈欢
迎。学习汉语的俄罗斯学生本就对中
国文化情有独钟，他们纷纷表示，借着
直飞航线的恢复，今年一定要去熊猫
故乡和世界美食之都走走看看。

根据香港市场的特点，成都旅游

（香港）体验中心正式运营后，在港澳
年轻上班族当中着力提升丝路游、休
闲游和特色城市游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吸引更多的港澳同胞走丝绸之路，
体验美丽中国、美丽成都。该体验中
心首期在澳港两地推出了4条全新旅
游线路产品，突出了时尚、动感、休闲、
自驾的旅游元素。

有别于香港市场，成都—莫斯科
直航航线去年刚刚开通，2015年来蓉
的俄罗斯游客不及香港游客数的
5%。因此，针对俄罗斯的营销以文化
和品牌为主。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
成都旅游（莫斯科）体验中心被设在当
地最大、最知名的中餐厅——阳光会
馆，“成都美食周”也在体验中心挂牌
仪式之后开启。回锅肉、宫保鸡丁、麻
婆豆腐、水煮鱼、钵钵鸡等上百种地道
川菜征服了俄罗斯民众的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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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龙舟节走进中东欧

布拉格首次举行龙舟赛
据《中国旅游报》报道：当地时间6月5日，

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捷克旅游（地方）
发展部部长什莱赫托娃，中国驻捷克大使马克
卿出席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欢聚端午节，
美丽中国游”暨千名中东欧游客美丽中国行启
动仪式。这是首次将端午龙舟节带进中东欧。

来自中捷两国旅游等各界的九支队伍二百
多名选手参加龙舟赛。上千名布拉格市民和中
东欧各国游客参加活动。活动现场还发布了

“我为中国加分-诚信服务文明出游”倡议书。

端午节小长假
游屈原故里成热门

据第一旅游网报道：端午节小长假，往宜昌
屈原故里各景区旅游线路预订火爆。市场推出
的端午节秭归3日游线路，主要包括屈原故里、
三峡竹海以及九畹溪漂流等，不少游客选择端
午节去游览屈原的故乡，以感受传统的端午文
化。

来自中国国旅武汉公司的消息，近期组团赴
宜昌旅游过端午的武汉游客同比增加三成，九畹
溪、三峡人家、三峡竹海、屈原故里等都是热门景
区。秭归是端午习俗和龙舟文化的发祥地，端午
节期间将举办龙舟赛、包粽子比赛等活动。

洲际酒店集团推出

智选假日酒店品牌
在华特许经营

据中新网报道：洲际酒店集团日前正式宣
布针对旗下智选假日酒店品牌开放在华特许经
营模式。中国是洲际酒店集团全球的第二大市
场，此次推出的特许经营模式将为中国的业主
和酒店投资方提供在管理模式之外的又一合作
方式，同时也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中端酒
店市场的发展。

作为全球酒店业中最大的特许经营授权商
之一，洲际酒店集团此次推出的特许经营模式
为中国市场度身打造，加盟商不仅能够享有智
选假日酒店全球知名的品牌优势，同时也将获
得洲际酒店集团提供的一系列高效支持以确保
酒店的成功运营。

希尔顿拆分公园酒店及度假村

创建独立公司
据希尔顿官方声明：其将拆分公园酒店及

度假村，将其创建为三个独立门户。新成立的
部门将包含希尔顿的大部分酒店，其2016年利
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收益多达 8.25 亿美
元。2015年调整后息税前利润为8.17亿美元。

据希尔顿声明，公园酒店的拆分业务和希
尔顿的分时度假业务——希尔顿分时度假俱乐
部（Hilton Grand Vacations ）——都将免
税。希尔顿的主营管理和特许经营业务将继续
以现有名义继续运营。待今年年底完成交易，
希尔顿股东就将持有三个公司的股票。

阿里旅行发布
未来酒店2.0战略

据《京华时报》报道：阿里旅行日前发布未
来酒店2.0 战略。除在线vr选房、人脸识别
check-in等创新外，还将着力布局赋能酒店平
台、“智慧酒店云”，以及“众筹未来”计划。

据悉，未来酒店2.0引入在线自助选房功
能，用户在阿里旅行平台预订与“信用住”直连
的酒店时，可以像乘坐飞机自助选座一样，挑选
心仪的房间。阿里旅行总裁李少华表示，未来
酒店2.0实现了从用户端到资源端，从酒店产
业运营链条到行业生态的全方位打造。其目标
不仅是让用户的体验更加极致、酒店的运营更
加智能，更希望树立未来酒店的行业标杆，共享
未来酒店开放平台。

“我每年都来海南旅游，离岛免税
政策实施后，海南对我的吸引力更大
了，不仅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享受自
然美景，而且还可以买到与国外价格
差不多的化妆品和奢侈品，还省去了
办理签证的一堆麻烦事儿。”在海口美
兰机场免税店，来自武汉的游客曾女
士细数离岛免税带来的便利。

三次“蝶变”效应倍增

2011年至2016年间，离岛免税政
策经历了三次政策调整，通过提升消
费额度、增设网上销售窗口、增加产品
种类、放宽热销商品单次购买件数限
制等，不断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

“离岛免税政策这几次调整，我最
直观的感受是销售额逐年不断提升，
店里的产品也越来越丰富。”在三亚
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工作了五年的销
售员小陈，见证了离岛免税政策的每
一次变化。

在免税购物的带动下，2015年三
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180亿
元，同比增长9%，其中三亚国际免税
城销售额占比23%。游客消费构成也
发生明显变化，购物支出比重由原来
的13.8%迅速提高到27.6%。

据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相关负责
人介绍，离岛免税政策每一次调整都
使该店免税销售额得到20%以上乃至
数倍的增长，释放效应明显，营业收入
连续4年保持高速增长，2015年全年

销售收入超过12亿元，年均同比增幅
在40％以上，4年累计总收入超过30
亿元。

网店夜市 亮点频现

经过3年筹划，三亚国际免税城唯
一线上购买平台“cdf离岛免税”上线
运营，打造中国互联网免税购物标志
性品牌，已基本涵盖线下所有免税品
各类商品，旅客在海南可随时随地购
买免税品，

自2011年4月20日离岛免税政
策实施至今，随着三亚国际免税城的
整体搬迁，以及硬软件的不断提升，该
店进店客流也实现了逐年递增。

据统计，目前三亚国际免税城日
均进店顾客1.5万人次，2015年度，免
税品销售额43亿多元，在2015年春节
期间最高进店客流达3万人次以上，单
日营收近5000万元。

同时，在离岛免税政策实施利好
条件的带动下，使三亚全市旅游收入
快速增涨，自政策实施至今，旅游总收
入逐年提升，年均增幅达14.4%。数
据显示，2015年度三亚市内免税店免
税品总收入占三亚旅游总收入的
14%。

三亚国际免税城开业后，对于海
棠湾区域的客流拉动作用更为突出，
2015年海棠湾涉旅业态接待游客约
930万人次，同比增长75%。海棠湾
各涉旅业态总收入约60亿元，同比增

长129%。与三亚国际免税城相临的
海棠湾天房洲际酒店和海棠湾威斯汀
酒店的住宿率更是长期居高不下，在
旺季经常一房难求。

作为中国首家机场离岛免税店，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营业面积从开业
之初2150平方米到现在的总批复面
积12546平方米，经营国家批准的38
类免税商品，涵盖300余个国际知名
品牌，销售单品约3万个。

为了进一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
购物需求，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历经
数次改造与升级，从引进各类国际知
名品牌投入运营，丰富扩展各类免税
畅销商品，再到优化、完善购物流程，
开通“离岛寄存、返岛提取”等诸多便
民服务，为本岛居民和赴琼旅客提供
了高效、便捷的购物方式，并于4月19
日推出了国内首家免税“夜市”。

购物天堂 未来可期

在三亚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游
客们表示，海南要打造“购物天堂”还
有一段路要走。一些游客期待，海南
免税购物可以更多优惠，更少限制，给
游客带来更大的实惠。

“现在海南有了世界最大的单体
免税店和机场免税店，让大家很惊喜，
希望这里的商品种类再丰富一些，价
格再优惠一些，真正让游客感受到这
里是“购物天堂。”来自杭州的胡先生
表示。

从离岛免税政策酝酿之初，社会
各界就对其寄予厚望，承载了海南打
造“购物天堂”的希冀。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
游客在境外消费约1.2万亿元，继续保
持世界主要旅游消费群体称号。

由于国内高端零售业发展滞后，
也导致引领消费回流乏力，折射出我
国高端零售行业在应对“消费升级”方
面存在诸多不足。

有专家指出，如果离岛免税政策
效应充分释放后，与国人惊人的购买
力相结合，将带来巨大的消费潜力，海
南打造“购物天堂”将大有可为。

“中国国内的免税渠道挖掘得还
很不够。在整个奢侈品消费市场中占
比不大，在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需
求快速增长的前提下，需要提升整个
海南免税品销售和与之相关服务业的
质量和水平，仅仅放宽免税购物政策
是不够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
院海南研究所所长夏锋强调，国际购
物中心要求的是以服务业为重点的整
个相关产业的全面开放和政策创新。

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则
表示，巴厘岛的免税店有相当比重的
商品是当地土特产，对地方经济发展
和惠民都有很大促进作用。而海南离
岛免税店并没有多少本土产品。其
次，免税购物只是打造国际购物中心
的一个环节，现在硬件越来越好，但是
在软件上还存在发展空间。

（本报海口6月7日讯）

三次免税
政策调整

助推成都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设

境外旅游体验中心成桥头堡

免税购物
海南“金名片”

（2011年4月20日—
2012年4月15日）

销售金额：18亿元
销售数量：290万件
购物人数：超过90万人次

（2011年4月20日—2
013年4月20日）

销售金额：46.8亿元
销售数量：676万件
购物人数：约 194万人次

（2011年4月20日—
2014年4月20日）

销售金额：83.88亿元
销售数量：1151万件
购物人数：约316万人次

（2011年4月20日
—201年4月20日）

销售金额：134.74亿元
销售数量：1744.92万件
购物人数：467.49万人次

（2011年4月20日
—2016年4月19日）

销售金额：190.44亿元
销售数量：2406.78万件
购物人数：624.63万人次

海南离岛免税业务
呈现跨越发展

销售离岛免税品金额：
2011年：9.9亿元
2012年：23.7亿元
2013年：32.9亿元
2014年：43.3亿元
2015年：55.4亿元

（以上数据由海口海关提供）

第二次

2015年3月
免税商品：由21大

类增至38大类
获准开设网上销

售窗口

第三次

2016年2月
每人每年累计免

税购物限定：
8000元 16000元

每人每年累计免
税购物次数：
2次 不限次

三亚、海口免税店

第一次

2012年11月
每人每次免税购

物限额：
5000元 8000元

免税商品：增加美
容、保健器材等3类免
税商品

二周年 三周年 四周年 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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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旅游香港体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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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三亚免税城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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