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天内，两家免税体验店开张——
今年4月13日，位于三亚红树林度假酒
店和南山旅游景区内的两家免税体验店
同步“开门迎客”，为消费者免税购物再
添新选择。

这是海南离岛免税跑出来的“速
度”。

“我们在两周时间里完成选址、设计
装修、商品调拨、信息系统开发、人员培
训等工作，在三亚红树林酒店和南山景
区分别开设免税体验店，创造了线下免
税品展示、线上购买的离岛免税新模
式。”周领军介绍道。

此次三亚市内新增设的两家店，是
全岛布局免税体验店的“拼图”之一。下
一步，中旅集团还将与海航集团共同合
资设立三亚凤凰机场免税店，利用三亚
机场现有的2000平方米面积，先开设免
税体验店，在机场设立免税品监管仓库，
消费者在体验店看货、线上购买、隔离区
提货，为游客提供更便捷的购物体验。

已坐飞机离开海南，到家还能“补
买”免税品——“通过微信小程序进入补
购线上平台‘海南离岛补购商城’，买好
后就可以坐等‘邮寄收货’啦。”“五一”小
长假期间，曾到琼出差的外地游客董娅
婷，在微信群里和闺蜜们分享自己前所
未有的免税购物经历。

这是海南离岛免税派发的“福利”。
今年3月17日起，我省推出“海南离

岛补购活动”，明确已离岛的旅客在180
天内可以用剩余额度在补购线上平台继
续选购免税商品。这一新推出的补购模
式，为游客提供了多样化、便利化的购买
渠道，也激发了免税商品“剁手一族”的

购买热情。据统计，补购平台上线一个
月，销售额就达到8112万元。

“伴随着离岛免税政策从无到有，海
口海关以强化监管为抓手，以提升服务水
平为着力点，不断优化监管流程，全力推进
政策实施发展；量身打造多种购物提货模
式，充分满足旅客购物需求，进一步释放政
策红利。”海口海关有关负责人说。

登录“健康一码通”，即可领取消费优
惠“礼包”——今年4月20日，我省“消费
一码通”正式上线，将“健康码”和“消费码”
无缝连接，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专享消费优
惠券。领取的优惠券不仅可以用于线上购
物，还可在实体店付款时抵扣。

这是海南离岛免税推出的“贴心服
务”。

其中，中免集团拿出750万元的“真
金白银”，通过“消费一码通”发放优惠
券。用户只要打开“消费一码通”即可领
取海南离岛免税100元现金优惠券，不
设消费门槛，四店通用。

“未来，全岛四家免税店还将结合
‘一码通’，与其他代表性企业一道探索
更加开放的市场化运行模式，推出更多
有吸引力的营销活动，以保障‘一码通’
用户的黏性和活跃度。”中免集团（海南）
运营总部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东对此表
示，公司将把“旅游＋免税”打造成海南
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新亮点。

行动起来，方法总比困难多。不论
是丰富消费新场景，还是打造促销新
平台，或是加强数字化营销互动平衡
市场温差，海南离岛免税为开拓客源
的每一次“加速尝试”，都是为未来做
扎实准备。

■■■■■ ■■■■■ ■■■■■

B03
2020年5月23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齐松梅
主编：林容宇 魏燕 美编：张昕

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观察

A
“加热”

主题优惠活动多多
线下线上“人财两旺”

我
省
积
极
用
好
特
殊
优
惠
政
策
，打
造
消
费
金
字
招
牌
，吸
引
境
外
消
费
回
流

提
升
海
南
旅
游
消
费

离岛旅客购物免税
政策是国家赋予海南的
特殊优惠政策，自2011
年实施至今共经历了五
次调整，目前已实现离
岛旅客全覆盖。

据海口海关统计，
自2011年4月20日海
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实
施，截至 2020 年第一
季度，海关共监管销售
离岛免税品7200.1 万
件，销售金额550.7亿
元人民币，购物人数
1609.7万人次。

消费便利化是自贸
港建设的重要标志。借
助离岛免税政策，海南
可深入挖掘消费潜力，
吸引境外消费回流。作
为海南“三区一中心”战
略定位之一，当前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正在
加快推进，旅游、免税这
两大板块在其中的地位
日益被强化。

如何对冲疫情影
响？如何吸引更多消费
及资金留在国内？这是
海南离岛免税业要深入
思考并采取实际行动对
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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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买够5件有七五折优惠”“这
款隔离霜目前暂时无货”“您买满两件
可以获赠品牌专属礼品”……5月10
日晚，在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导购
员符海清正忙着为顾客解答问题、推
荐商品。

近期，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海口
美兰机场免税店和博鳌免税店同步推
出“2020海南免税Mark yourself首
届口红节”“5月五折嗨购海口”等主
题优惠让利活动，吸引来一波又一波
的购物客流。

免税店里人气不减，免税线上销
售近期交出的成绩单同样亮眼。据
统计，截至4月18日，今年海南离岛
免税线上平台已实现销售额 9.8 亿
元，同比增长2.26倍。以单店来看，
今年2月21日，三亚国际免税城恢复
营业后的第二天，其电商当日销售额
即突破4428万元，创电商单日销售
最高纪录。

线下线上“人财两旺”，为免税消
费带来了看得见的热情。而看不见的

“免税之热”，体现于更多方面、更宽维
度。

“促销热浪”不断来袭。“我们计
划在四五月份推出‘海岛居民总动
员’活动；在6月至9月推出第二届海
南离岛免税购物节；在10月至12月
开展‘离岛免税双十一盛典’‘跨年嗨
购’等一系列大规模的主题促销活
动，大幅让利顾客，强力推动免税销
售。”中国旅游集团海南区域总部副
总经理周领军介绍，他们的促销计划
时间表安排到了年底，促销活动几乎
不间断。

免税商品种类也在做“加法”。不
少市民发现，近日在海口日月广场免
税店内，“上新”了一批国外红酒、奶粉
等消费者无需离岛即可购买的商品，
本岛居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进一步
得到满足。

“我们正在对标世界最高水平的
开放形态，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海南自
贸港早期安排，研究优化离岛免税购
物政策，扩大免税商品种类，构建更加
开放便利的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购物
政策体系。”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姚磊
介绍说。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不用出国出境
就能享受免税购物待遇的省份，离岛
免税政策可谓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的“金字招牌”。如何释放出离
岛免税政策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等方面
的叠加效益，是各方关注重点。尤其
在特殊时刻，更是聚焦着众多目光。

今年3月，我省发布《海南省旅游
业疫后重振计划——振兴旅游业三十
条行动措施(2020-2021年)》，明确将
引导免税品经营企业在现有门店增加
品牌数量，简化免税购物手续，扩大免
税品网络销售规模。

而不久前出台的《关于进一步采
取超常规举措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
标的实施意见》则提到，要超常规推
动消费，释放购物、餐饮等消费潜力
加快落地离岛免税购物新政策，推动
中免集团全年免税品销售额突破
300亿元。

有准备，才能有收获。海南离岛
免税业只有做大做强，才能激发国内
外游客的购买热情，才能提高在全球
免税业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

去年3月，海口市国际免税城项目
破土开工。这一投资额达“百亿级”的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675亩，拟建设规
模约90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免税城及
相关配套设施。

伴随着该项目开建，我省免税
购物版图将再添“新地标”，未来也
将与三亚海棠湾国际免税城形成南
北呼应格局，建设为亚太地区最时
尚、品种最丰富、业态最齐全的免税
购物综合体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
游目的地，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建设。

不断“加码”的行动，来源于对海
南免税市场的信心。今年5月7日，中
国国旅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免海南公司拟收购海南省免税品有
限公司51%股权，交易价格为20.65亿
元。

对于本次交易，中国国旅表示，这
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公司免税业务发
展，提高公司竞争力，解决公司与控股
股东中国旅游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问
题，同时减少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
成后，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离岛免
税业务规模。

周领军介绍，目前公司还将通过
增加面积、扩充品类，为游客提供最丰
富免税购物选择，“今年6月30日前，
我们将完成海口美兰国际机场T2航
站楼装修，在现有经营品种基础上，投
入超过1亿元，升级和翻新现有品牌；
并洽谈招商世界顶级品牌，引入30多
个百货及食品品牌，为下一步民生商
品免税销售做好准备”。

在省财政厅厅长王惠平看来，离
岛免税购物不仅促进了海南旅游业发
展，也拉动了海南的经济发展。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的实施，丰
富了海南旅游要素的内容。游客在
享受海南碧海蓝天、椰风海韵的同
时，还能像出国一样，享受免增值
税、关税的优惠政策。”王惠平指出，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是国家根据海南
国际旅游岛发展战略，在充分考虑
海南独特的地理环境、产业结构和
发展思路等特定前提下制定的特殊
政策。

离岛免税“不打烊”，释放活力“消
费旺”。

据介绍，为进一步发挥离岛免税
政策对海南旅游的促进作用，海南省
正积极争取中央支持，让消费者享受
更多政策“福利”。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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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丰富消费新场景 打造促销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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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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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位于三亚海棠
湾的三亚国际免税城二
期。这家商业综合体集休
闲购物、餐饮娱乐、艺术赏
玩为一体，可以满足市民
游客休闲度假、购物娱乐
等多方面需求。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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