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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黄金周 嗨玩自贸港
A03

奋斗自贸港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习
霁鸿 见习记者邱江华）来电声、接
线声、敲击键盘声，以及笔尖和纸面
的轻微摩擦声……10月 1日 15时
许，海南日报记者走进海口市民游
客中心，尚未进入二楼的12345海
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以下简

称12345平台），就已听到里头正在
奏响关于“服务保障”的“交响曲”。

在12345平台，正中间的巨大
显示屏上实时滚动显示着各主要交
通枢纽的情况、主要路段的路况、市
民游客来电等，各类民生、旅行等情
况一目了然。显示屏对面的工作间
里，接线员们坐得满满当当，各自专
心地盯着电脑屏幕，接线、记录，熟
练处理各类诉求件。

“五星好评！”当天16时许，在
12345平台致电回复广东游客周先
生时，周先生如是说道。记者了解
到，周先生一家初到海口，对景点与
路况不甚了解，正是12345平台的
耐心解答为他节省了时间，让他和
家人能够“嗨”游海口。

为了快速响应处置平台办件，
解决市民游客各类服务诉求，保障
海口市假日期间的生产生活环境、

旅游安全和市场秩序，12345平台全
员待岗，并保持24小时通讯顺畅；同
时专门制定了国庆黄金周应急保障
预案，成立了领导小组，聚焦疫情防
控、安全生产、交通保障、旅游环境
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完
善工作运转机制，各区、职能部门领
导也按照排班表每日坐班，为市民
游客解答、解决问题。“我们每天都
会梳理汇总重点关注领域、重要突

发事件等相关数据信息，及时做好
分析、研判、预警和总结汇报，形成
当日情况报告，并报送相关政府部
门，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12345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据12345平台统计，10月1日0
时至16时，该平台呼入总量4076通，
应答量3319通，接通率81.43%。其
中，涉旅问题共 127 件，解决率达
73.44%。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

海口12345全员待岗，快速响应处置平台办件，解决市民游客各类服务诉求

服务热线忙 百姓心头暖

海口汽车展销会开展
展出90多个品牌数百款车型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郭萃）10月1日
上午，共好2020第12届海口汽车展销会在海航
文化体育广场举行，此次展会为期3天，吸引了国
内外90多个汽车品牌参展。

据了解本届海口汽车展销会展出面积近1万
平方米，共展出了宝马、奔驰，英菲尼迪、红旗、沃尔
沃、日产，丰田、本田、大众、长安、吉利，威马、北汽
新能源、蔚来等90多个热销品牌的数百款车型。

本届海口汽车展销会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海南共好国际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海南
省消费局、海南省汽车流通行业协会支持，海南洋
浦共好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

海口美兰机场单日旅客
吞吐量达6.3万人次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云蕾 陈栋泽）10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获悉，9月30日该机场单日旅客吞吐
量自疫情以来首次突破6万大关，达到6.3万人
次。国庆黄金周期间，美兰机场预计将执行航班
3651架次、旅客吞吐量达到53万人次左右，主要
生产运输指标有望实现全面正增长。

9月30日我省港口
进出岛车辆增幅达50%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邵长春）省春运
办10月1日公布了9月30日进出岛数据，并结合
近3日来我省交通运输趋势，预判目前我省正迎
来今年国庆假期第一波进出岛高峰。

9月30日进出岛数据表明，我省机场、港口
进出岛旅客增幅较大，其中，机场吞吐量增幅达
8%，单日净增1.2万人次；港口进出岛旅客、车辆
增幅达32%、50%，单日净增2.8万人次、0.7万辆，
较去年国庆同期增幅较大。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郭建盟 李佳臣）海南离
岛免税购物新政效应加速释放。海
口海关10月1日统计，截至9月30
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新政实施3个
月，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
额 86.1 亿元，同比增长 227.5%，其
中，化妆品销售额居首位。

7月1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
策调整，将离岛旅客每年每人免税购

物额度提升至10万元，新增了电子、
酒类等7类商品，多种免税品类购买
不限购买件数，进一步满足消费者购
物需求。

三亚海关离岛免税监管一科科
长刘纯说：“我们通过系统升级、调整
业务系统参数控制，实现对每一位离
岛旅客限额、限量、限品种购物信息
收集计算、自动判别是否出现超限购
物等违规情况并及时转现场处置。”

“大数据分析”成为海关监管的
“好帮手”。海口海关汇集离岛免税
历史销售数据、消费者信息、促销节
点销售情况等形成大数据“资源池”，
探索建立离岛免税高风险购物旅客
数据模型，在离岛免税海关监管系统
中开发高风险人群管理模块，将相关
人员数据推送至企业销售端，督导企
业对高风险旅客实施警示或限制购
物措施。

今年9月起，海口海关开展为期
3个月的离岛免税监管能力专项提
升行动。9月10日，海口海关在“套
代购”风险高发的海港离岛渠道正式
上线人脸识别“防回潜”系统，对“回
流”旅客精确锁定并快速处置，为海
关正面监管及后续风险分析和精准
打击提供动态数据支持。

日前，海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联席会议工作办公室印发了《海南省

离岛免税严重失信主体联合惩戒工
作方案》，对利用旅客离岛免税购物
额度套购、倒卖离岛免税品以及以非
法牟利为目的、以代购等形式为他人
非法销售牟利提供协助等7种行为
的惩戒作出规定。“通过联合惩戒，真
正使离岛免税严重失信主体‘一处失
信、处处受限’，对‘套代购’等违规行
为形成震慑。”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
处长黄婷婷说。

离岛免税新政3个月吸金86.1亿元
成交同比增长两倍多

本报三亚10月1日电（见习记
者李梦楠）“iphone 11 pro max
还有吗？这款手机免税价格比官方
售价便宜近2500元，我跟朋友计划
一人买一个。”来自江西的游客徐思
颖说。10月1日，有不少像徐思颖
一样从外地前来海南旅游的游客，
在三亚国际免税城选购自己喜欢的
商品。

在免税城B区二楼的电子设备
销售区内，苹果、华为等品牌产品的

货架前，咨询的顾客络绎不绝，付款
区则排起了长龙。“‘十一’期间，大家
的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目前我们
正在紧急配货，补充库存，满足游客
的购物需要。”一名销售人员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

记者注意到，为让广大游客逛得
开心，买得放心，三亚国际免税城推
出免税香水化妆品（指定品牌）5件
8.5折活动，全店累计消费满3万元
还可参与抽奖，奖品涵盖华为5G手

机、2000元等值奖品、500元护肤品
礼盒，以及星级酒店房券等礼品。同
时，三亚国际免税城二期也推出全场
零售7折起、餐饮8折起等丰富多样
的促销活动。

“现在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额度提
升到10万元，商品品类也更丰富，我
都挑花了眼。”来三亚旅游的广州游
客张女士说，得益于离岛免税额度的
提升，她这次可以购买更多的免税产
品，购物的体验也更好。

为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十一”
期间，三亚国际免税城延长营业时
间，新增了三亚机场提货点、店内增
设特殊人群快速服务通道，提供24
小时全年无休客服热线接听，上线自
助扫码购物功能，缩短售后处理周
期，改善店内休息空间，从多方面提
升服务质量。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三亚国际
免税城还开展由海南实力歌手助阵
的“云戒之夜”潮流音乐节演出、“钟

表&奇迹”全球顶级腕表珠宝展等活
动，在给予消费者更多优惠的同时，
献上奢侈品文化展示的盛宴。

同时，三亚国际免税城通过在主
入口设置了安检红外测温设备、放置
有口罩自动贩卖机、增加安防人员和
巡逻频次、实行店内客流管控机制、
加强对公共区域和设施设备的清洁
消毒、与政府相关防疫部门建立联动
机制等一系列防疫举措，全方位保障
顾客的购物安全。

国庆中秋“双节”三亚国际免税城丰富活动吸引游客购物

游海南 欢乐
三亚高端度假酒店迎来客流高峰

酒店推出“主题体验”
游客尽享休闲生活
■ 见习记者 李梦楠 本报记者 梁君穷

10月1日，国庆黄金周假期的首日，正值中
秋节，不少游客选择来到碧海蓝天的三亚欢度佳
节。上午9时，位于海棠湾畔的三亚·亚特兰蒂斯
已是十分热闹，大厅里，游客们井然有序地排队办
理入住。

办理了入住后，北京游客黎文雨和家人来到
了水族馆参观。蔚蓝的海水、优雅的白鲸、畅游的
鱼群，美人鱼精彩的表演，引起小朋友阵阵欢呼。
现场不时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并通过播报的形
式，提醒游客佩戴好口罩，保持距离。

结束参观后，黎文雨和家人返回房间。“在酒
店内，我实现了吃、玩、游，不仅吃到了美食，酒店
内还有购物场所可供购物，拥有水上乐园可供游
玩。”黎文雨说。

三亚·亚特兰蒂斯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国庆
长假期间，酒店的预订情况良好，高峰时期入住率
预计将超过90%。同时，该酒店还推出了丰富的
产品和特色活动，包括水世界双节狂欢、餐饮促
销、迷你营及康乐活动等，全力为游客带来高品质
度假体验。

不仅三亚·亚特兰蒂斯，为迎接“双节”旅游市
场的“高潮”，三亚众多高端休闲度假酒店均结合
市场需求，创新推出“主题+体验”形式的特色度
假产品。

海棠湾民生威斯汀度假酒店打造无边泳池，
让游客在阵阵海风中享受假日生活；亚龙湾万豪
度假酒店以全新的开放式海景大堂和“新翼”客
房，为游客开启“航海家旅行日志”主题假期；海棠
湾仁恒皇冠假日度假酒店结合酒店亲子特色，计
划开展“嫦娥奔月”活动和“用月饼写诗”活动……

“今天国庆黄金周假期，三亚度假酒店旅游产
品的趣味性和参与度均有不同程度提升，注重亲
子营销及主题设计，目前销售正火热。”三亚市旅
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三亚旅游市场正呈现强劲
复苏的态势，海岛游、体育游、亲子游等细分领域
表现亮眼，不少高端休闲度假酒店预订入住率也
保持高位。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发现，三亚海棠湾仁恒皇
冠假日度假酒店、海棠湾民生威斯汀度假酒店、艾
迪逊酒店、亚龙湾喜来登度假酒店等多家酒店，高
峰期的入住率预计将超过90%。

（本报三亚10月1日电）

我省4个地级市
全面施行生活垃圾分类
◀上接A01版

按照我省生活垃圾分类的“路线图”，其他市
县今年起至少选取1个条件较为成熟的党政机
关、学校、住宅区、超市商场等，率先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点建设。到2021年选取不少于3个乡
镇、街道、社区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到
2022年所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省
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于生活垃圾分类标
志、垃圾分类处理标准体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
行监管标准等系列行业标准正在陆续出台或编制
当中，将为全省开展垃圾分类提供技术支撑。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计
思佳）10月 1日，“十一”黄金周首
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发现，海口
市各农贸市场、超市、商场的粮油、
蔬菜、肉禽蛋奶、水果、水产品、烟
酒、服装等供应正常、品种丰富，充
分满足市民需求。同时，各大酒店、
餐饮店、免税店纷纷推出打折促销
活动，释放消费内在潜力，让旅游消
费市场持续红火。

为保障蔬菜、猪肉等菜篮子产品
供应充足，价格平稳，9月30日起至
10月9日，海口开展中秋国庆菜篮子

保供稳价专项行动。根据要求，节日
期间，要保证本地叶菜上市量每日不
少于300吨，调运外省蔬菜供应海口
不少于800吨，保障市场供应猪肉不
少于1100头。节日期间，海口市菜
篮子产业集团所有网点正常营业，每
日足量投放平价菜和冻猪肉，每日足
量投放3种1元菜。正在销售鲜猪肉
的直营门店每日增加投放鲜猪肉，销
售价格低于市场均价5%以上。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推出化妆
品全场8折的促销活动，吸引了众多
市民、游客前往“剁手”。“本来只想

买几盒面膜。但看到优惠力度这么
大，我们决定多买一些，再给朋友们
带一些。”为了节约时间，外地游客
孙女士和妹妹一个负责挑选商品，
一个负责排队结账。“去年也来日月
广场免税店买过东西，当时还要和
别人拼单才能打折。这次来，发现
优惠力度更大了，而且商品种类多
了许多，入驻了不少高端红酒、珠
宝、奶粉品牌，真的非常划算，这一
趟来海南很值！”孙女士说。

海口市各餐饮店、大型商超也非
常热闹，很多“网红”餐厅一位难求。

为了全家人能在中秋节当晚一起热
热闹闹吃顿饭，市民孙展鹏很早就在
一家高端粤菜馆定了包厢。“过节就
是想轻松一下，我们家十几口人，出
来尝尝鲜，也让全家人换换口味。”

同时，2020海口乐购嘉年华直播
嗨买节活动也在假日启动。网红主播
在商场和多家特色商家，以体验式直
播的形式在抖音平台分享推荐嗨买节
活动，激发市民游客参与热情。

海口的文化演出市场同样火
热。《姜子牙》《我和我的家乡》《一点
就到家》等多部高品质电影集中上

线，；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携《小蝌蚪
找妈妈》《三个和尚》《三只小猪·变
变变》《罐头小人》4部优秀作品，在
海口湾演艺中心、东方环球大剧院
等演艺场所进行演出。

“虽然是下雨天，但我们一家三
口还是坚持来观看了《小蝌蚪找妈
妈》，演员的表演和剧本都非常打动
人。”海口的廖女士告诉记者，因为
这次是惠民演出，票价最高都没有
超过100元，“虽然没有出岛旅游，
但我们全家看到这么高水准的演
出，非常开心。”

菜篮子足量保障，消费商品丰富供给，文化演出好戏连台……

吃喝玩乐买买买，海口管够！

1010月月11日日，，游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选购免税商品游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选购免税商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武威武威 摄摄

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金额86.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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