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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进港 97327
人次，同比增长 14.7%，
出港 105125 人次，同
比增长35.4%

接待过夜游
客同比增长 19.7%，
接待一日游游客
同比下降2.9%

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24.64
万人次，同比下降 3.61%，其中
A级景区接待游客 13.59 万人
次，同比下降 7.2%

酒店平均客房
入住率 54.10%，同
比提高 7.25个百分
点。

全省接待游客
51.05万人次，同比
增长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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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3日，白沙打安镇胶农周文冠
像往常一样把当天割到的胶水拉到打
安镇收胶点销售。与往年不一样的是，
周文冠当天并没有当场拿到现金。胶
商称完重量，就通过橡胶生产销售管理
平台，把钱支付到了周文冠的邮储银行
银联卡上。

橡胶销售电子化支付既方便又安
全，资金通过平台自动结算至银行卡，
胶农不用担心收到假钞，还便于储
蓄。“可以把每天卖胶水的钱攒起来，
过一段时间就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了。”
周文冠笑道，以前拿到现金，一般当天
就花光了，卖胶水的钱存到银行卡上，
对他来说，更容易存下来钱。

海南作为我国主要的天然橡胶植
胶区，植胶土地面积已达845万亩，每
年的4月到 12月是割胶季节，白沙位
于海南岛中部，是海南橡胶主产区之

一。近几年，仅白沙的橡胶收购交易，
就达到了5亿元的规模。当地橡胶收
购长期以来基本靠现金支付，存在诸
多不便。一是现金支付管理不便。收
购商需要在前一天到银行柜台取出大
量现金及零钞，既不方便也存在风
险。二是记账、对账存在不便。由于
胶业生产销售链条长，单日交易笔数
较多，收购商经常会遇到现金交易与
实际收购金额对账不平等问题。三是
监测管理存在不便。手工登记销售模
式不利于白沙橡胶中心统计当地的橡

胶产销数据，监管橡胶价格。为有效
统计当地的橡胶产销信息，白沙县政
府直属单位金融中心和橡胶中心共同
开发了橡胶销售管理系统，替代了原
有落后的手工登记销售模式。在此基
础上，为有效解决以上问题，人行海口
中心支行积极行动，统筹金融机构共
同行动，将农产品收购支付接口对接
政府橡胶收购系统平台，白沙邮储银
行作为发卡银行，为收购商和胶农开
立结算卡，银盛支付作为收单机构为
橡胶收购提供智能POS机具，海南银

联负责提供平台的综合金融服务。橡
胶收购商在POS机上直接用银联卡刷
卡，把资金充入系统，平台便可向胶农
直接发起代付交易。

“之前每天都要提前去银行兑换
零钞，不仅麻烦，还不安全。”打安镇
收胶点负责人张海生表示，实现电子
化支付后，他不需要带现金在身上，
就可以把胶农的全部胶款连整带零
全部划到银行卡里，不仅十分方便，
还减少了人工数钱、人工登记可能出
现的失误。

此举为白沙相关部门对橡胶产业
的监测监管提供了数据支撑。白沙县
橡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罗锐说，电子
化支付胶款，不仅方便了胶农、胶商，
也促进了该县的橡胶产销监测工作。
之前该县橡胶交易数据全靠收胶点进
行人工记录，存在很多主观因素，电子
化支付胶款后，转账数据可以作为橡
胶交易的重要凭证，对该县进一步完
善橡胶保险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同
时，在优化橡胶保险的保障功能方面，
优化橡胶金融服务方面，交易记录均

可提供重要的数据依据。
据了解，截至 9月中旬，白沙 170

个的收胶站点均已上线了该业务。白
沙邮储银行为2.3万名胶农和180多个
橡胶收购商开立了白沙橡胶“农民丰
收卡”储蓄卡，持卡者可享受免收小额
账户管理费、短信费、境内ATM跨行
取现手续费等优惠，同时还为全县180
多个橡胶收购商免费发放华为 5G手
机，确保在收购环节做到即时结算、即
时到账。银盛支付在200个收胶站点
无偿布放POS机，免费提供相关售后
服务。

近年来，人行海口中心支行坚守“支
付为民”初心，不断加大县域农村地区支
付体系建设力度，为农产品收购、销售、
物流下单、农产品检测、涉农贷款、信息
发布等提供配套金融服务，为金融服务
更好地向农村下沉进行有益探索。

为推进支付服务便利化，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支付+产业”发展，推动农村支付服务提档升级。
今年8月份，在人行海口中心支行的统筹指导下，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白沙黎族自治县邮储银行、银盛支付海南分公司同白沙县橡胶产业发展中心
合作，对白沙县政府2019年上线的橡胶生产销售管理平台进行升级改造，经过方案交流、技术对接、循环测试等环节，目前该平台已经完成升级改
造，实现了对橡胶生产、收割、销售环节资金的闭环管理，为胶商、胶农带来便利，对提升白沙橡胶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科技赋能 打通橡胶流通环节支付难点

海口市场监管局“双节”监管不“打烊”

保供应 稳价格 护安全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宋威

10月3日上午，在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北路的
旺佳旺生鲜超市前，一辆食品快速检测车驶入停
车场。海口市市场监管局龙华分局工作人员叶
云新和一名同事快速走下车，径直走进超市。20
分钟后，他们从该超市随机抽取了19个批次的生
鲜产品样品返回检测车。1小时后，19份检测样
品检测结果出炉，全部合格。

今年国庆中秋假期，这样的检测海口市市场
监管局每天都在开展。海口市市场监管局多举
措做好节日市场监管工作，确保市场上的商品价
格稳定和食品安全，让市民和游客欢欢喜喜畅快
过节。

为防止国庆中秋假期市场商品价格异常波
动，该局提前约谈全市各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大型商场和超市，敦促各企业、经营者加强价
格自律，要求市场经营主体必须依法诚信经营，
生产企业不得在生产流通环节随意自立名目收
费，加收各种附加费用，各农贸市场批发零售经
营者不能存在不执行明码标价、低标高卖、操纵
价格、哄抬价格等行为，在中秋国庆假期开始前，
累计约谈95名生产企业、农贸市场、超市相关负
责人。

此外，“双节”期间，海口市市场监管局还在
各农贸市场实行定人驻场监管制，每个农贸市场
由辖区分局一名副局长负责，推动监管力量下沉
一线。安排执法人员进行市场巡查，加大对肉、
菜、蛋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检查力度，督促农贸
市场、便民疏导点商贩及时更新明码标价牌，依
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严防节日期间不法商贩囤
积居奇、操纵价格、恶意涨价。

据了解，10月1日至8日，海口市市场监管局
共出动执法人员882人次，检查海鲜排档78家，
旅游景点44家，旅游购物点69家，水果摊点（店）
849家，宾馆酒店220家次，其他涉旅企业7家。
该局通过推出一系列有力监管措施，让海口市
民、游客畅享假日。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

我省积极做好旅客返程服务保障工作

疏导人流车流
减少交通拥堵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 （记者邵长春）国庆
中秋假期接近尾声，海南日报记者10月8日从
省春运办获悉，预计当天返程客流将持续到深
夜，受返程客流影响，岛内交通流也将维持较高
密度。

天气方面，由于偏东气流减弱，从10月8日
起海南本岛降水强度已明显减弱。为做好”双
节”交通运输收尾工作，在琼州海峡方面，海事、
交通部门及各港口企业密切关注琼州海峡运输
动态，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对接
广东省有关方面，分时段细化调度方案，实时调
整进出岛航班，同时加强对港口人流、车流的引
导疏导，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充分考虑非琼
籍、非营运小客车免费过海政策10月8日夜间终
止的实际，提前部署安排，防止车客深夜集中进
岛引发港口及市政道路拥堵。

民航方面，各航空公司、机场及卫健部门严
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要求，结合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关于取消出岛旅客健康码核验工
作的通知》精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旅客
返程安全、通畅、便利；并做好运力保障和各项
服务保障，制定应急预案，积极应对返程高峰。

道路方面，公安交警、公路路政部门加大人
力、物力投入，做好海口、三亚城区机场、港口周
边道路及环岛高速公路的保畅通工作，提升整体
运输效率，利用交管12123事故快速处置系统，快
速处置交通事故，避免长时间拥堵，杜绝发生次
生事故。此外，我省还强化高速公路服务区监
管，避免服务区大面积拥堵，提升服务区整体环
境。定安、澄迈、文昌等市县也积极做好返程车
辆进入海口沿途疏导工作，尽量避免沿途公路出
现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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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晓梦

10万元免税额度放开买、各种
折扣优惠让人目不暇接、购物穿梭巴
士免费又方便、等待买单队伍排长
龙……这是辽宁游客马丹彤今年国
庆假期在海南购买免税品时留下的
记忆。“免税购物太火爆了，在三亚国
际免税城的休息区想找个座位都不
容易。”她说。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不少游客像
马丹彤一样，在海南感受到免税购物
的“现场热度”——据统计，10月1日

至5日，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
税购物金额5.3亿元、旅客8.2万人
次、件数 54 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136.9%、34.8%、86.2%。

在离岛免税购物政策松绑效应
释放以及全球范围的疫情影响下，海
外免税消费回流，海南离岛免税市场
迎来节日购物热潮。“今年7月1日起
实施的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新政，对加
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引导境外
消费回流、让全国人民从海南自贸港
建设中增强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
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姚磊表示。

今年6月29日，海南离岛免税购
物新政策发布：自7月1日起，离岛旅
客每人每年的免税额度从3万元提升
到10万元，取消单件商品8000元免
税限额规定；化妆品每次离岛限购件
数从12件增加到30件；免税商品种
类由原来的38种扩大到45种，新增
手机、平板电脑等七大类免税商品。

遇上国庆长假，新政“魅力”加
速释放，海南各免税店也铆足了劲
为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旅游+购
物”体验。

“除了店面现有折扣优惠，你们

此次购买免税商品能累计积分，1积
分=1元，在免税价的基础上可使用
积分抵现。另外，凭海南健康码还可
以领取50元无门槛优惠券。”10月8
日，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销售人员汪
炎琴向顾客介绍说，目前该免税店推
出了多项优惠福利活动，让利广大消
费者。

其他免税店同样送出购物“节日
礼包”。三亚国际免税城通过推出多
重优惠、延长营业时间、新增三亚机
场提货点、增设特殊人群快速服务通
道、上线自助扫码购物功能等，多方面

提升服务质量，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则抓住“假期尾
巴”，在10月7日至9日推出大牌限时
秒杀7.1折起优惠促销活动，让游客再
享一波购物福利。

“这将有利于直接促进免税店离
岛旅客接待量及营业收入的快速增
长，挖掘更多潜在消费群体，引导境
外消费回流，进一步释放旅游消费潜
力。”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兼中免集团三亚市内
免税店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绪江说。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

国庆黄金周海南离岛免税购物火热

优惠福利加大 消费热情加码

■ 见习记者 高懿 本报记者 梁君穷

10月7日下午，国庆黄金周接近
尾声，不少游客即将返程，三亚国际
免税城的门口，游客们戴着口罩有序
通过安检。平时仅设置一台的安检
机器在国庆黄金周期间增加为两台，
尽管如此，入口处还是排起了二三十
米的长队。

进入免税城，海南日报记者发现
如古驰、博柏利等奢侈品牌限制了每
次进入店内选购的人数，不少游客在
店门口排队等待。他们“买买买”的

热情持续高涨，将免税店作为黄金周
旅游返程前的最后打卡地。

“明天就要回去了，我们把免税
店作为旅途的最后一个‘景点’，带着
家人来看看。”来自山东的王先生告
诉记者，许多亲朋好友知道海南的离
岛免税购物政策后会请求帮忙带一
些化妆品回去。

记者走访看到，在三亚国际免税
城的香化专区，人群熙熙攘攘，十分
热闹。“今天的人流量和前几天相比
明显增多，我们销售人员忙得像个陀
螺，折扣力度也大，有指定品牌5件

8.5折的优惠活动。”海蓝之谜品牌一
位销售人员说。

除了香化产品，三亚国际免税
城的首饰、电子产品等商品也成为
抢手货，时尚电子生活馆人山人
海，一眼望不到头，在付款区同样
也排起了长队。“卖得最多的手机
是 iPhone11，相较于官网的价格，
免税店的价格更‘亲民’一些。”时
尚电子生活馆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来自甘肃的游客黄女士在一家
专柜一次性挑选了10多件护肤品。

“品牌种类多，价格也比较优惠。”她
说，女士对护肤品需求很大，政策放
宽了，可以多买一点，还可以帮朋友
带一些回去。

“现在是返程高峰，人流量还在
不断上升中。”据免税店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有干邑类酒7折起，威士忌
类酒8折起的折扣力度，“最热销的
是轩尼诗蓝带，还有部分品牌的酒也
已经卖空了。”

为了让游客能够更便捷地购物，
三亚国际免税城还推出2小时极速
购活动，并在免税城A区二楼开设品

牌集合店，各大品牌热门商品在这里
集中展示。“线上购买最低可享受8.2
折，省时还优惠。”现场的工作人员介
绍。

据悉，为了调动消费者购买热
情，三亚国际免税城推出了优惠福利
和抽奖促销活动，并延长营业时间。

“十一”黄金周处于中国中免第二届
海南离岛免税年终盛典的活动期间，
三亚国际免税城推出了多项优惠福
利活动，折扣力度大，满足消费者多
样化的消费需求。

（本报三亚10月8日电）

免税城，返程前必去的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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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黄金周 嗨玩自贸港
A03

➡10月8日，国庆黄金周接近
尾声，不少游客前往三亚国际免税
城购物。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日前，消费者在海口日月广
场免税店选购商品。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