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可以买？

年满16周岁，已购买离岛机票、火车票、船票，并持有效身份
证件（国内旅客持居民身份证、港澳台旅客持旅行证件、国外旅客
持护照），离开海南本岛但不离境的国内外旅客，包括海南省居民。

在具有实施离岛免税政策资格并实行特许经营的免税商店
购买。目前包括：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琼海博鳌免税店、三亚海棠湾免税店。

如果没有时间去线下实体店购物，消费者也可以在经批准
的网上销售窗口付款，离开海南时在机场、火车站、港口码头指
定区域提货并一次性随身携带离岛。

在哪可以买？

离岛旅客在国家规定的额度和数量范围内，在离岛免税店
内或经批准的网上销售窗口购买免税商品，免税店根据旅客离
岛时间运送货物，旅客凭购物凭证在机场、火车站、港口码头指
定区域提货，并一次性随身携带离岛。

如何提货？

扫二维码，查
看离岛免税商品
品种及每人每次
购买数量范围。

离岛旅客每年每人免税

购物额度10万元

除化妆品、
手机、酒类以外，
其他免税品类不
限购买件数

新增酒类、手机、平板电
脑、蜂蜜、茶等免税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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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张可 实习生 王迪妮

“这个柜台目前展示的是手机、
耳机等新增免税商品。像这款无线
耳机是2199元，离岛免税新的政策
落地后，离岛旅客购买就可以享受到
免税价。”6月30日，在位于海口日
月广场双子座2楼的免税店内，销售
员林志华不断回答一拨拨顾客的咨
询问题。

林志华所在的是新增免税商品
展示区，他眼前的柜台上摆放着苹
果、华为、BOSE等品牌的手机、电子
手表、耳机等产品。这些产品将于7
月1日正式对外免税销售。

6月29日，财政部、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海南离岛旅客
免税购物政策的公告》（以下简称
《公告》），明确自2020年7月1日起
实施。

《公告》中有关免税购物额度从
每年每人3万元提高至10万元；离
岛免税商品品种由38种增至45种
等等有关“剁手福利”的内容，让不少
消费者感到兴奋和期待，并带来市场

“热浪”。

“我对穿戴设备等电子消费产品
比较感兴趣，如果有免税价格，那我
肯定选择在海南购买，我时常会从广
州回海口省亲，刚好有机票。”在海口
日月广场免税店内，来自广东的消费
者林先生说。

对于热衷购买香化类商品的外
省旅客李芝芝而言，最令她高兴的是
一次可购买化妆品件数的增加：“以
前每人每次只能购买12件，调整后
可以买30件，我不用担心买超啦！”

离岛免税新政实施前夕，兴奋的
不只是消费者，免税从业人员也在抓
紧时间“做好功课”。“政策公布后，我
们即着手做好相应的准备。首先，针
对扩充的免税商品品种，我们积极协
调全球供应商，加强对海南免税品供
应的支持；其次，我们将优化商品结
构，引进国际一线高品质、高水准的
产品，以迎接这次离岛免税政策调整
落地，满足岛内外居民游客高端消费
需求，希望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多样
的全球产品。”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免）有关负
责人说，同时，公司积极优化现有店
面服务流程、扩大离岛提货面积、增
加市内展示店，以满足消费者更高的

购物需求。
在此次政策调整之前，免税额度

提升、单件产品限额、增加电子产品
和酒类产品等一直是消费者讨论和
关注的焦点。

中免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
调整充分关注到消费者的购买热情
和需求，除每年每人离岛免税购物额

度从3万元提高至10万元，还取消
了单件商品8000元免税限额规定，
扩大免税商品种类，增加电子消费产
品等7类消费者青睐的商品，仅限定
化妆品、手机和酒类商品的单次购买
数量。更丰富的免税商品品类，更便
利的购物条件，将大幅改善消费者购
物体验，吸引更多消费者前往离岛免

税店购物。
财政部关税司在对《公告》政策

解读时提到，此次政策调整力度大，
将大幅改善消费者购物体验，释放政
策红利，提升群众获得感，促进海南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增强各界对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信心。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

离岛免税新政实施前夕，消费者从业者充满期待

免税政策调整激起市场“热浪”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6月30日从海南国
际经济发展局获悉，全球知名财经媒
体《福布斯》（《Forbes》）、全球免税业
知名研究机构Moodie Davitt Re-
port纷纷对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新政

予以高度关注，并进行了报道。
《福布斯》是美国著名的商业杂

志，由福布斯公司发行。近日，该杂
志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取得联系，
进行了线上采访。其对海南自贸港
的报道写道：“中国推动奢侈品消费

回流，离岛免税额提高至原来的三倍
以上。此举将推动中国居民这一全
球最重要的奢侈品消费群体，未来更
多地选择在本土购买国际知名品牌
商品。中国政府希望在本土推动居
民的奢侈品消费，这将带动全球免税

购物行业继续增长”。该报道还介绍
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其他政策。

6月29日，《关于海南离岛旅客
免税购物政策的公告》发布。为了让
全球投资者第一时间了解海南自贸
港离岛免税政策，海南国际经济发展

局立即联系了全球免税业研究机构
Moodie Davitt Report，为其提供
相关政策英文翻译材料，推动利用
Moodie Davitt Report 全球平台
向投资者推介海南自贸港离岛免税
购物领域投资机遇。

全球知名财经媒体关注海南离岛免税新政

交行出台专项发展意见
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
将深耕“三大主导产业”，支持11个
重点园区建设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 （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金中华）6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交通银行
海南省分行获悉，为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交通
银行近日出台了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业务发展
意见，将深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三大主导产业”，支持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口
综合保税区等11个重点园区建设，在有效防范
风险的前提下，举全行之力，加快培育具有自贸
港特色的金融服务体系。

根据发展意见，交行将布局特色产业金融
服务，如聚焦旅游业发展，做强旅游投融资、消
费金融、旅游支付、增值服务、跨境支付结算等
金融产品；聚焦现代服务业发展，运用产业链
特色产品推动保税仓储国际物流配送、转口贸
易、大宗商品贸易等业务发展，服务海南国际
设计岛、区域性国际会展中心等项目建设；聚
焦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强对自贸港内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核心企业的营销
拓展，积极为重点企业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

积极支持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主要包括：
聚焦“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围绕“智慧海南”建
设加强业务营销拓展；积极支持“中国洋浦港”
船籍港项目建设，提供配套融资支持，助力自贸
港运力增长；支持自贸港海底光缆等项目建设，
服务国际互联网数据交互试点；通过多元化融
资方式支持交通、通讯、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融
资需求；支持文昌国际航天城、三亚深海科技城
等产业平台和园区主体的融资需求。

着力提升自贸港跨境金融服务。该行将
对接贸易自由做强跨境金融服务。包括在自
贸港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进出口
管理制度基础上，深入推进自贸港建设高标准
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构建适配自贸港跨境
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政策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
为跨境资金在自贸港与境外之间的进一步自
由便利流动做好基础准备；根据自贸港跨境服
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建设，及时制定适配交行
负面清单管理机制，推进自贸港服务贸易自由
便利；紧跟自贸港对货物贸易实行以“零关税”
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步伐，切
实简化货物贸易结算及融资的业务流程；研究
设计自贸港专属外汇市场风险管理工具，满足
自贸港企业在套期保值规避汇率风险方面的
需求。

交行同时将升级贸易融资服务，抢抓建设
海南国家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基地的政
策机遇，搭建客户服务应用场景，为自贸港企业
提供一点接入、一站式跨境业务线上服务，全流
程办理多渠道国际结算和贸易融资业务。进一
步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积极引入中信保等
风险分担缓释机制。

此外，交行将强化跨境投融资服务，并进一
步做大做强非居民客群，依托境外机构自由贸
易账户、境外机构境内账户和离岸账户的差异
化政策优势，为自贸港非居民企业客群在汇兑
管理、跨境投融资、供应链金融、跨境资金筹划
等方面提供全流程金融服务与支持。

交行还将积极适配自贸港发展特色产品，
如打造特色航运金融服务，包括为购机、购船
融资需求提供抵押融资、预付款融资、购置贷
款、租约融资等金融服务。交行将拓展科技金
融赋能空间，加快金融创新先行先试，并将支
持自贸港人才引进，结合自贸港外国人才服务

“一卡通”试点政策，根据海南省财政、税务部
门相关规定及时丰富交行相关产品线，服务自
贸港税务征收机关、纳税企业和个人，提高缴
税便利性。

全力抓落实全力抓落实 奋进自贸港奋进自贸港

海口8宗国有建设用地挂牌出让使用权

中国石化子公司
落户江东新区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 （记者习霁鸿 通讯
员李小妹）6月30日下午，海口市以挂牌方式出
让8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其中一宗地块位
于江东新区起步区CBD，由世界500强企业中
国石化出资设立的海南赛诺佩克有限公司以约
2.2亿元竞得。

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 CBD 地块
A02- 20，土 地 面 积 为 11295.66 平 方 米（合
16.94亩），土地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含地下空
间商务用途4000建筑平方米），土地出让年限
40年。该宗地主要用于开发建设能源贸易区
域总部及跨境交易中心项目。

据悉，海南赛诺佩克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2
亿元，主要从事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数据处
理、金融服务等符合海南产业政策的相关业务，
未来将结合中国石化的发展格局，推进能源贸
易、跨境电商、新能源研发等相关产业布局，着
力在海南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离岸石化基
地、石油勘探开发及新能源生产基地和能源贸
易中心。该公司的落户将进一步推进江东新区
打造全球领先的生态CBD建设。

另外 7 宗地块位于海口市新大洲大道南
侧，土地总面积为 34596.24 平方米，土地用途
均为商务金融用地，出让年期为40年，由海南
汇鑫源置业有限公司以约2.09亿元竞得，届时
竞得者须将用地与周边地块整合开发，并采用
装配式建筑，单体装配率不得低于50%。

图解免税新政

针对扩充的免
税商品品种，积极
协调全球供应商，加
强对海南免税品

供应的支持。

优化商品结构，引
进国际一线高品质、高

水准的产品，以迎接此次
离岛免税政策调整落地，满
足岛内外居民游客高端消
费需求，为游客提供更

加丰富多样的全球
产品。

积极优化现有
店面服务流程、扩大

离岛提货面积、增加
市内展示店，以满足

消费者更高的购
物需求。

购买额度和次数如何定？

离岛旅客每年每人免
税购物额度为 10 万
元人民币，不限次数

旅客购物后乘飞机、
火车、轮船离岛记为
1次免税购物

超出免税限额、限
量的部分，照章征
收进境物品进口税

制图/陈海冰

免税行业企业做了
哪些准备工作？

已购免税品可以再次销售吗？

已经购买的离岛免税商品属于消费者个人使用的最终商
品，不得进入国内市场再次销售。

●对违反本公告规定
倒卖、代购、走私免税商品
的个人，依法依规纳入信用
记录，三年内不得购买离岛
免税商品。

●对协助违反离岛免
税政策、扰乱市场秩序的旅
行社、运输企业等，给予行
业性综合整治。

●对于构成走私行为或
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
的，由海关依照有关规定予
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离岛免税店违反相
关规定销售免税品，由海关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给
予处理、处罚。

如果个人、企业、离岛免税店参与倒卖、走私，
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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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在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消费者在选购免税商品。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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