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销售额
（亿元）

55.4
增长28.3%

购买人次
（万人次）

164
增长18.0%

2011

年

2015

年

销售额
（亿元）

43.2
增长31.2%

购买人次
（万人次）

139
增长24.4%

2011

年

2014

年

销售额
（亿元）

32.9
增长39.3%

购买人次
（万人次）

111.7
增长5.4%

2013

年

销售额
（亿元）

9.1
增长20.1%

购买人次
（万人次）

24.8
增长20.5%

2011

年

2018

年1

月

2011

年

2017

年

销售额
（亿元）

80.2
增长32.0%

购买人次
（万人次）

233.4
增长34.8%

2011

年

2016

年

销售额
（亿元）

60.7
增长9.6%

购买人次
（万人次）

173.1
增长5.6%

销售额
（亿元）

23.6

购买人次
（万人次）

106

2012

年

2011

年

销售额
（亿元）

9.7

购买人次
（万人次）

48.7

自 2011 年 4 月 20 日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实
施至2018年1月31日，海
关共监管三亚、海口两家离
岛 免 税 店 销 售 免 税 品
314.8亿元人民币，购物人
数1000.7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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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国际免税城逐渐成为游客游鹿城必选目的地，工作人员感慨——

“免税店接待量都赶上热门景区了！”
百姓说巨变

■ 本报记者 杨艺华 通讯员 张振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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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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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在海口美兰机场
免税店，来自甘肃兰州的游客姚女士向
记者细数离岛免税政策带来的便利。

作为国家赋予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含金量最高、影响最广泛的核心政
策之一，离岛免税政策自2011年4月
20日落地实施以来，早已成为海南一
张熠熠生辉的“金名片”。据海口海关
统计，截至2018年1月底，共监管三
亚、海口两家免税店累计销售额314.8
亿元，购物 4027.2 万件，购物人数

1000.7万人次。
自2009年初我省向国务院提出离

岛免税政策申请，在省委、省政府的部
署推动下，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实施协调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积极争取支持并做
好各项筹备工作，最终促成离岛免税政
策试点的落地及全面实施。

2011年3月24日，财政部发布《关
于开展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试点的
公告》，海南岛成为全球第四个实施“离
岛免税”的岛屿。

“海南作为我国旅游业改革创新
的试验区，离岛免税政策是我国对外
开放的重大尝试和重要创新。”省商务
厅厅长、时任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实施
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吕勇说。

“离岛免税政策从无到有，就像‘摸
着石头过河’，体现了先行先试的内涵，
必须要有敢为人先、勇于担当、大胆创
新的精神。”海口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此，海口海关专门成立政策研

究小组，根据海关总署和省政府有关
要求，积极开展调研，借鉴日、韩等国
的相关做法和经验，摸索出了既符合
国情省情，又适合政策实施的海关监
管模式。

离岛免税政策实施近7年来，历
经4次调整，分别对政策惠及人的年
龄、离岛免税商品品种、免税购物限
额、购物次数限制、销售方式等进行了
愈加科学化、人性化的调整。每次调
整都是一次“蝶变”，使得政策红利、消
费潜力不断释放。

2012年11月1日，离岛免税政策
经历了首次调整。每人每次免税购物
限额由原来的5000元调整至 8000
元，增加了3类免税商品，并逐步放开
一些商品的单次购物数量。

2015年3月20日，离岛免税政策
再度调整，离岛免税品类由21大类增
至38大类，满足了游客对于进口产品
的不同需求。

2016年2月，离岛免税政策除了
取消非岛内居民旅客购物次数限制，
每人每年累计免税购物限额不超过
1.6万元人民币外，三亚海棠湾免税店
和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还获准开设网
上销售窗口。

2017年1月15日，海南离岛旅客
免税购物对象扩大到乘坐火车的离岛
旅客。

“离岛免税政策每一次调整都使
免税销售额得到20%以上的增长，释
放效应明显。”省财政厅厅长王惠平如
是评价。

海口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离
岛免税政策，实施近7年来取得了突出
的政策效果，对促进海南旅游发展、提
升海南开放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对海南旅游要素重要性排名的
调查中，免税购物已成为我省仅次于
自然景观和气候环境的第三大重要旅
游资源。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以来，免
税品销售额稳步增长，丰富了海南旅
游产品体系，提高了海南旅游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竞争力，创造了更多的就
业机会，带动了海南旅游及相关产业
的发展。”王惠平表示。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
雍君认为，离岛免税政策为海南的繁
荣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如何用足
用好离岛免税这一中央赋予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的特殊优惠政策，进一步
放大政策效应，拓展离岛免税购物产
业链条，海南任重道远。

“我们将积极推动海南免税产业
发展，更好地发挥离岛免税对地方经
济的促进作用。”海口海关相关负责人
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加大研究创新力
度，不断优化免税购物监管模式，提供
更加便捷的购物监管服务；研究探索
监管服务模式创新，更好地满足旅客
免税购物需求。（本报海口3月6日讯）

经过近7年实施4次政策调整，离岛免税政策效应不断释放，有效推动海南旅游转型升级

擦亮海南离岛免税“金名片”
非凡成就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
数次调整情况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核对信息、分拣物品、依序摆放、做
好标记……3月5日5时许，天色昏暗，
短暂休息了3个多小时后，三亚国际免
税城凤凰机场提货点的提货员刘海龙打
了个冷颤，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早班
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离岛的游客都惦
记着这些免税品呢，我们要尽快备好物
品，做好提货工作。”

机场免税提货点的工作并不轻松，
工作时间不固定，各航班的起飞时间，便
是提货员的工作时间。航班起飞前，提
货员要备齐、分类游客所买的各类免税

物品；若遇上航班延误，他们也要随时在
岗，为每一位游客提供提货、咨询等便捷
服务。在刚过去的春节黄金周，进出岛
游客增幅明显，免税购物更是成为热
门。为了更好地为游客提供免税购物服
务，刘海龙连续7天在岗工作。

每当旅游旺季，海南旅游需求激增，
包括提货员在内的旅游行业相关工作者
的工作量也加倍增长，放弃与家人团聚
的时间，投入到一线工作成为常态。提
货员的工作苦吗？刘海龙并不这么认
为：“这些年来，海南旅游基础设施越来
越好，离岛免税政策也不断优化、完善，
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前来购物消费，看

到游客提货离开的幸福表情，觉得我们
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累，并快乐着。与刘海龙有着相同
感受的，还有三亚国际免税城雪花秀专
柜店长廖君叶。廖君叶介绍，随着近年
来购物环境升级优化，门店面积由原先
的7000平方米，增长至如今的7万平方
米，同时，愈加优化的离岛免税政策、丰
富的免税商品、特色的优惠活动，让免税
购物成为海南旅游的美丽风景线。今年
春节期间，免税城日均接待顾客近3.7万
人次，热门品牌店面前常大排长龙。“免
税店接待量都赶上热门景区了！”

的确，自2011年4月离岛免税政策

落地实施以来，海南旅游消费迎来了新
发展时期，丰富了旅游经济要素，补齐海
南旅游购物的短板，带动旅游产业的提
质增效。作为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
三亚国际免税城，其旅游吸引力日益增
强，“旅游+免税购物”也渐成海南旅游
的靓丽名片。

“离岛免税政策实施近7年，经历了
多次的调整完善，依托政策的不断深入
推进，三亚国际免税城得到了快速、稳
定的发展。”三亚国际免税城总经理刘
静介绍，截至今年2月，免税城接待顾
客人数超过1900万人次，购物人数超
430万人次。

这份成绩，来之不易。“2011 年免
税购物限额仅有5000元；2012年限额
增至8000元，并逐步放开一些商品的
单次购物数量；2015年增加了如婴儿
配方奶粉等17种消费品；2016年取消
非岛内居民旅客购物次数限制，并开设
了网上销售窗口；2017年1月开放火车
离岛免税政策，进一步扩大政策普及
面，带动全岛景点观光、交通运输、住宿
餐饮等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刘静细
数着变化，离岛免税政策每一小步的进
步，在其看来都是相关工作者辛劳付出
的结果。

更多的变化，还折射在游客的心

里。“购物环境也越来越好了，免税城里
不仅有价格实惠的高端品牌产品，还有
不少海南特色工艺品、特产，可以一次
性买到国际化、本土化的精品，一举多
得！”北京游客郑伟说，如今每年春节前
来三亚度假，逛免税店成为必不可少的
行程。

“我们正在建设的免税城二期项目，
将依托离岛免税政策和客源优势，进一
步补充和完善海南免税购物的服务功
能，为更多的游客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促进海南旅游基础设施与国际先进水平
的接轨。”刘静说。

（本报三亚3月6日电）

数据整理/杨艺华 本版制图/孙发强

2018年2月19日，三亚国际免税城，游客们正在选购免税商品。本报记者 武威 摄2011年11月24日，位于三亚市区的原三亚免税店吸引许多游客。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三亚国际免税城三亚国际免税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武威武威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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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20日

●海南实施离岛免税购物政策

2012年11月1日

●免税购物限额由 5000 元调整到
8000元

●进一步放宽旅客每人每次购买免税
商品的数量，将购物旅客年龄从18周岁调
整至16周岁

●增加了美容及保健器材、餐具及厨
房用品、玩具（含儿童车）等3类品种，品种
从18种增加到21种

2015年3月20日

●适当增加免税品种类。在符合现有法
律法规和严格限量的基础上，将零售包装的
婴儿配方奶粉、咖啡、保健食品、家用空气净
化器、家用医疗器械等17种消费品纳入离岛
免税商品范围，免税商品品种扩大至38种

●适当放宽热销商品的单次购物数量限
制。对原来21种离岛免税商品中的香水、化
妆品、手表、服装服饰、小皮件等10种类别热销
商品放宽限购数量

2016年2月1日

●离岛旅客中的岛外旅客进行免税购物
时，将不再受免税购物次数的限制，一年之中可
以多次免税购物，只要年度免税额不超过16000
元即可

●离岛旅客除在离岛免税商店的实体店进
行购物之外，还可以在离岛免税商店开设的网
上购物平台进行选购付款，凭身份证件和登机
牌在机场隔离区提货点提货后携运离岛

2017年1月15日

●海关总署对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监管
规定的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将免税购物对
象扩大到乘坐火车离岛旅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