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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海南成就巡礼

亲历者说

2018年 8月29日，上市公司中
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一则公
告，引起业界高度关注。

公告称，中国国旅决定将全资
子公司——中免公司所持下属83家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股权划转至中免
公司在海南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中免集团（海南）运营总部有限公
司。此前，注册资金达5亿元的中免
集团（海南）运营总部有限公司已在
琼注册落地。

业内人士指出，在海南全岛建设

自贸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大背景下，
上述举措有助于将海南打造成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

在对海南旅游要素重要性排名
的调查中，免税购物已超越民俗文
化和传统美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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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海口海关统计的数据显示，
自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实施以来，销售

额、购物人次及销售件数均保持快速
增长，2017年离岛免税品销售额已
突破80亿元，同时海口、三亚两家免
税店共缴纳中央和地方税收超20亿
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3000个。

与此同时，海南旅游产品不断丰
富。海南旅游产品结构由过去的观
光为主向观光、购物并举发展，海南
旅游从3S变成了4S概念，除阳光、
沙滩、大海又增加了免税购物，有效

增强了海南旅游对海内外旅客的吸
引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4·13”重要讲
话中强调，“要实施更加开放便利的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实现离岛旅客全
覆盖，提高免税购物限额。”对此，海
口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大
政策研究创新力度，积极推动离岛免
税购物政策调整，最大程度发挥离岛
免税购物政策对海南经济发展的促
进作用。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

敢为人先从无到有，七年飞跃从小到大，“化茧成蝶”全球瞩目

海南离岛免税“金名片”越擦越亮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林诗婷
通讯员 张振豪

9月1日9时50分，位
于海棠湾的三亚国际免税
城正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
伍，不少市民和游客一大
早便在店外等候营业。不
久，大门徐徐打开，人群蜂
拥而入，免税城内的服饰、
箱包、香水、化妆品、手表
等专柜前很快人潮涌动。

“今天是免税城4周年
庆，优惠力度很大，没想到
在三亚旅游期间还能选购
物美价优的国际一线品牌
产品，这趟值了！”正在排
队的山西游客陈冠先说，
这里既有国际高端产品，
还有海南本土特色工艺
品、特产，在海棠湾逛免税
店已成为他和家人来海南
旅游的重要行程。

据不完全统计，仅店
庆当天，三亚国际免税城
接待人数逾2.6万人次，购
物人数逾1.5万人次，实体
店、网上商城免税品营收
超 5400 万元，同比增长
13.2%。

这是离岛免税购物政
策效应在海南持续释放的
生动缩影。

作为国家赋予海南含
金量最高、影响最广泛的
政策之一，离岛免税购物
政策自2011年4月20日
实施迄今，历经4次调整，
政策效应不断释放，促进
了海南旅游业提质增效，
为海南经济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离岛免税购物政策
已然成为擦亮海南的一张
“金名片”，并助力海南打
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2009年初，海南向国务院提出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申请；2011年，离
岛免税购物政策顺利获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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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
坚克难，积极争取支持，最终促成离
岛免税政策试点的落地及全面实施。

“离岛免税政策世界少有，中国内地
首创，从无到有，就像‘摸着石头过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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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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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美容、保健器材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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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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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岛免税政策迎来
又一次完善和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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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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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促进海南
旅游业的发展，国务院批准海南离岛旅
客免税购物实施第4次调整，将免税购
物对象扩大到乘坐火车离岛旅客。

在7年多时间里，离岛免税政策
先后4次进行调整，实行“即购即提、
先征后退”“网上购物，机场提货”以
及特殊情况下“邮寄离岛”模式，并将
离岛免税购物对象扩展至铁路旅客，
为旅客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和更多
选择方式，直接推动免税购物的多种
模式出现较好增长势头，进一步释放

了离岛免税购物政策效应。
“离岛免税政策每一次调整都使

免税购物销售额得到20%以上的增
长，释放效应明显。”省财政厅负责人说。

来自免税店的经营数据，更是深
度折射出离岛免税购物政策的巨大
吸引力。

“三亚国际免税城的销售业绩随
着政策的释放呈现稳定的增长，2014
年游客接待量420万人次，销售额33
亿元，2017年游客接待量551万人
次，同比增长23%；销售额56亿元，
同比增长41%。”三亚国际免税城相
关负责人说。

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购买免税品
选择乘坐火车携运出岛了，真的很方
便。”来自广州的游客王女士说：“只
要提前一天在网上下单或者在实体
店购买免税品，第二天坐车前携带身
份证和车票到提货点就可以提上货，
还可以享受进入软卧候车室休息和
提前上车的服务，我对购物提货流程
感到很满意。”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月-7月
份，乘火车离岛旅客提取免税品3.58
万件，同比增长 23%，销售总金额

2012.66万元，同比增长11.8%。
“海南火车离岛免税购物政策是

离岛免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政
策拓宽了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渠道，为
旅客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服务。”海
口美兰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说。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实施7年多
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前来海南
观光购物，使海南的旅游链得到充分
延伸。免税购物在促进海南旅游业

提质增效，拉动内需并影响游客消费
结构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事实
证明，海南实施离岛免税政策后，岛
内的旅游购物实现了从低质低端逐
步向时尚高端的转型，旅游产品结构
正逐步优化，带来的旅游消费不断增
长，旅游竞争力明显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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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厅负责
人说。

业内人士指出，离岛免税购物政
策从无到有、从简单构想到逐渐清晰
完善，无数次调研、无数次论证、无数
次修改，终在海南落地生根。离岛免
税购物政策的实施，为海南发展注入
了活力。7年多来，离岛免税购物政
策一步步“化茧成蝶”，成为促进海南
旅游转型升级的加速器。

促进海南旅游业提质增效

助力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三亚国际免税城总经理助理苏毅：

“金字招牌”再逢
千载难逢的机遇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4 年接待顾客 2000 多万人次，揽金 220
亿元。

位于海棠湾的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三亚
国际免税城交出的这份业绩，让三亚国际免税城
总经理助理苏毅略显兴奋，“免税购物已成为海南
旅游最靓丽的风景线之一，有力促进了海南旅游
业提质增效。”

苏毅的判断并非没有依据。
据统计，三亚国际免税城开业后，游客在三亚

停留天数增加0.6天；三亚国际免税城搬迁至海
棠湾后，直接带动和加快了海棠湾的开发和成熟，
湾区热度急剧上升，酒店入住率多次超越亚龙湾、
三亚湾和大东海等旅游区。2015年上半年，三亚
海棠区旅游接待人次同比增加2.2倍，旅游企业
总收入同比增长达4.4倍，离岛免税的拉动效应
持续显著。

“离岛免税政策在推动海南旅游业快速发展
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景点观光、批发零售、交通
运输、酒店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海南经
济转型升级产生了积极作用。”苏毅说。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自2011年4月20日落地
实行，至今已有七年多，在七年多的时间里，离岛
免税购物政策在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中，释放了
巨大的政策红利，免税购物成为越来越多游客来
海南旅游的必备行程。

“免税购物因为其独特性，已经发展成为海
南的一张金名片，弥补了海南高端购物的空缺，
完善了海南旅游业衣食住行购链条，让海南旅游
业市场更丰富完整。”苏毅说。

据苏毅介绍，离岛免税购物政策的不断
完善对于三亚国际免税城的影响尤为巨大。

“三亚国际免税城是实施离岛免税购物政策
的重要企业，政策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公司
的发展战略、销售业绩等，公司会根据政策的
发展、依据市场调研数据，调整店内的品牌结
构，最大程度释放免税政策的优势。”苏毅说，
公司的销售业绩随着政策的释放呈现稳定的
增长，2017 年全年接待顾客达551万人次，同
比增长23%。今年1月-6月共接待进店人数达
309万人次，同比增长5%；成交人数88万人次，
同比增长30%。

2017年1月，海南铁路离岛旅客也纳入离岛
免税政策适用对象，2018年2月10日起，三亚国
际免税城博鳌机场提货处正式启用，从博鳌离岛
的顾客也可以到三亚国际免税城购物。

“党中央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
色自贸港，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我们期
待在推进自贸区建设的进程中，离岛免税购物的

‘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苏毅满怀期望。
（本报三亚9月16日电）

三亚市海棠区的三亚国际免税城。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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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沉沉，琅琅书声打破了小乡村
的宁静。9月14日20时，在定安县定城
镇深田村村委会办公室二楼的脱贫攻坚
课堂里，30多名贫困户手捧写有教学内
容的纸张忘情朗读，认真地学习普通话。

“大家读完纸张上的内容，咱们试着
不看纸张进行交流。”来自定安县定城镇
中心小学的教师林丹是深田村委会的推
普教师。她结合生活实际和自身经历，
自编教材，带领着贫困户们学习普通话
的基础知识与应用。

这是定安县教育局组织开展的“人
人通”推普脱贫培训班，也是该局深入开
展推普脱贫攻坚行动的有力举措之一。
据了解，自今年以来，该局将推广普通话
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切入口，通过多种
举措深入开展推普脱贫攻坚行动，形成
推广普通话、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良
好氛围，让贫困户跨过“语言关”，打通致
富路。

让贫困户大胆说出普通话

日前，在定安县龙门镇里沙塘村委
会，“人人通”推普脱贫培训班正在进行。

“现在是晚上9点10分，用‘海普'翻
译是9点2个字，外地人听不懂……”里
沙塘村农民夜校课堂内，定安普通话专

家欧卜菁结合自身经历，和50余名贫困
户一起面对面交流学习普通话，现场欢
笑声、掌声不断。

里沙塘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邓大平介绍，村里贫困户群体普遍学
历较低，普通话技能不佳，这种状况极大
地制约了扶贫开发、技术培训、推送致富
信息等活动的开展，且即使外出打工，也
会因“语言关”面临应聘难、学习技术难
等问题被拒之门外。普通话成为贫困户
脱贫致富的“拦路虎”。

为此，里沙塘村扶贫包点单位定安
县教育局结合实际情况，在龙门镇大效
村、龙门镇里沙塘村共同启动“人人通”
推普脱贫培训班，邀请普通话专家和教
研中心老师开展普通话普及讲座、培训，
他们以丰富的经验、生动的形式，向贫困
户讲述普通话的重要性，并普及普通话
基本知识，受到贫困户的热烈欢迎。

这样的场景出现在定安多个村庄。
随着推普脱贫培训班的开展，越来越多
的贫困户从听不懂普通话，不敢说普通
话到主动学普通话，大胆说普通话转变。

“以前不懂说普通话，游客来村里想
买点土特产，我都不知道怎么和他们交
流。”定城镇深田村委会贫困户林明昌
说，现在，到村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只
有学好普通话，才能方便和游客交流。

村里也开设了普通话培训班，不仅可以
教大人，还可以回去教小孩。

据了解，“人人通”推普脱贫培训班
的启动，是定安落实教育部、国务院扶贫
办、国家语委《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
（2018-2020年）》中关于要将普通话普
及率的提升纳入地方扶贫部门、教育部
门扶贫工作绩效考核精神的实际行动，
目前已在10个贫困村开展。

下一步，定安县教育局和县语言文
字委员会还将依托定安的教育资源，在
全县每个行政村举办“人人通”推普脱贫

培训班，对不具备普通话沟通能力的青
壮年贫困户农民开展普通话培训。

贫困户学习热情日益提升

“只有让推普课堂变得有趣、实用，
贫困户才会主动学习普通话，使用普通
话。”深田村委会推普教师林丹说，为了
助力推普脱贫攻坚行动的开展，来自定
安各中小学校的推普教师精心策划和准
备，根据工作需求制作了宣传标语和常
用字、常用语学习卡片，为推普工作的顺

利进行奠定了基础。“比如深田村委会有
发展瓜菜种植产业的传统，我便印制了
多类瓜菜的学习卡片，让贫困户看着卡
片，学习普通话，让他们能够学有所得，
学有所用。”

此外，推普教师走村窜巷，张贴宣传
标语，把推普材料发给贫困户，和村民一
起说普通话，一起聊学习普通话、说好普
通话的好处，教村民们识汉字和学说普
通话。对从山区搬迁而来的、学说普通
话比较困难的村民，推普教师成员耐心
细致地、一字一句地、从零开始教村民说
普通话。

为增强推普的长久性、可持续性，使
村民们在推普师生离开后，能够自主学
习、坚持学习、无师自通，推普教师每到
一个村庄，都要教会贫困户如何使用广
播、电视等媒体平台学习普通话。

推普教师们每到一个村庄，都受到
了村民的热烈欢迎。“村民对学习普通话
的热情很高，男女老少都来学习，有的妇
女还带着孩子来参加学习，学习非常认
真。”在推普脱贫攻坚行动中，推普教师
深深感受到：随着经济的发展，村民们与
外地客商往来增多，普通话成为他们沟
通的共同语言，说好普通话，能更好地把
瓜菜、黑猪等农产品卖出去，卖出好价
钱，有利于群众们脱贫致富。

让普通话成为脱贫好帮手

“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话。”定安县
教育局副局长王龙表示，很多贫困户家
境条件不好，读书少，甚至连九年义务教
育都没能完成，他们与外界接触少，往往
欠缺基本的普通话交流能力，这反过来
让他们不去主动与外界接触，从而影响
了他们的视野。这些都让贫困户视野受
限，让他们更加欠缺脱贫致富能力。推
广普通话，不仅要打通贫困户与外界的
交流通道，也要打通贫困户与外界的“交
流隔膜”，这是扶智的当务之急。

“我已经给贫困户们上过五次课，学
员们的普通话越讲越好，精神面貌也有
了极大提升。”来自龙门镇中心学校的推
普教师符喜话说，随着推普脱贫攻坚行
动的开展，村民们对普通话兴趣越来越
浓厚，学习热情越来越高涨，普通话越来
越流畅，改变旧观念、接受新事物、学习
新知识、融入新时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大大增强。

据了解，在今后的工作中，定安县
教育局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
做好推普工作，助力贫困户打赢脱贫攻
坚战。

（本版策划/段誉 图文/段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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