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11月19日至24日
地点：以海口骑楼老街（中山路段）为主会场，海南

槟榔谷黎苗文化景区、海南省博物馆、三亚海棠湾免税
店为分会场

海口、三亚、保亭3市县将同步开展系列活动

2020海南锦·绣世界文化周将于19日启幕

打造锦绣文化盛宴
助力非遗传承创新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艺娜）以
“传承·创新·共创锦绣世界”为主题的2020海南锦·绣世界文
化周（以下简称文化周）将于11月19日至24日举行，围绕

“论、秀、展、选”四个主题开展一系列活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世界锦绣产品交流展示平台。

2020海南锦·绣世界文化周由省旅文厅、海口市政府联
合主办，旨在展现海南黎族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纺织文化，
为省内外游客奉献一场文化盛宴，彰显海南非遗和旅游融合
发展新成效。

时间：11月20日至22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展览内容：
设置高端旅游交通装备、旅游基础设施装备、户外

旅游运动装备等3大展馆
涵盖智慧出行、房车及露营装备、户外旅游设施、游

乐设施、户外运动装备、海洋旅游装备、低空飞行装备、
全国旅游出行目的地等8大展区

展出“陆、海、空”各大板块旅游装备设施、旅游出行
交通工具以及智慧旅游产品等

海南国际旅游装备博览会将于20日开幕

展出旅游新装备
推动旅游新发展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艺娜）海南
日报记者11月11日从2020年（第二十一届）海南国际旅游
岛欢乐节组委会获悉，作为本届欢乐节17项主体活动之一的
2020年海南国际旅游装备博览会，将于11月20日至22日在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次旅游装备博览会以“新旅游 新装备 新发展”为主
题，预计参展企业将超300家，现场展示展销的旅游设施设备
将超过1000类，将有超过500名专业买家参会。除了为市民
游客提供参观、了解、购置旅游装备的平台，本届博览会还有
望成为旅游装备制造企业落地海南旅游，进行建设交流合作
的窗口。

关注202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海南人最爱购买商品前5名
手机 面部护理套装 沙发 卫衣 连衣裙

本省新闻 2020年11月12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奕霖 美编：张昕 检校：王振文 苏建强A04 综合

■■■■■ ■■■■■ ■■■■■

“中国风·海南民歌名曲”音乐会将于25日举行

“国风”遇上海南名曲
民乐演绎海南元素

本报海口 11月 11日讯 （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艺娜）
2020年（第二十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即将开幕，围
绕欢乐节主题推出的艺术演艺周活动精彩纷呈。其中，“中
国风·海南民歌名曲”音乐会将于11月25日在海南歌舞剧
院举办，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台用中国民乐演绎海南元素的
精彩演出。

本次音乐会将中国民族乐器与海南名曲相结合，将海
南特色民歌名曲与中国民乐特点结合进行再次创编。此次
音乐会将由全国十大优秀民族乐团之一的中央音乐学院民
族室内乐团担纲，这是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首次到
海南演出。

时间：11月25日
地点：海南歌舞剧院
表演曲目：
将由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与海南童声合唱

团共同合作演绎《久久不见久久见》《美丽的三亚》《万泉
河水》等海南歌曲

二胡领奏《海南印象》、古筝领奏《黎族童谣》、竹笛
领奏《山水歌台》、琵琶领奏《水草摇曳》、中阮领奏《渔
歌》等

购票：
登录海南省歌舞剧院微信公众号或到售票窗口购票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7 分钟，是排队进入免税店花的时
间。18分钟，是排队买单花的时间。

11月11日下午3时许，站在海口日
月广场免税店内，来自辽宁的游客张莉园
不慌不忙，她对排队时间没太在意，她最
关心的，是自己购物清单里还差哪几件没
买到、哪几件没买单。

“精华晚霜有吗”“麻烦拿735色号我
看看”“这款打完折后是多少钱”……打开
手机里记下的一件件心仪商品，张莉园目
标明确，在几个香化品牌柜台前分别停下
脚步，向柜台销售人员咨询大小规格和折
扣价格等信息，一边逛，一边问，时不时地
再试用一下，挑好后收入囊中。

在离张莉园不远处的过道上，立着大大
小小的宣传牌，上面印着“部分商品6至7
折”“大牌精品低至5折”“购买首饰等即可
享受3倍积分福利，积分当钱花，1积分=1
元”等字样。促销优惠目不暇接，包括海口
日月广场免税店在内的我省各大免税店推
出折扣、满减、返券、发放现金券等优惠促销
活动，为消费者“双11”购物带来实惠。

女士“剁手”的快乐，男士似乎很难理
解。张莉园的丈夫，站在货柜一旁，不注

意看瓶瓶罐罐的化妆品，倒是观察起免税
店里正在发生的情景，“你看，柜姐们都用
上小蜜蜂扩音器了，人真多，光靠嗓子喊
还真是听不清”。

免税店里的“双11”，人人都在忙碌。
店里的集货员王师傅，拖着一台平板车在
人群中穿行，车上放着一个半米多高的大
箱子，到各个收银台前，将顾客付完账单
的一件件打包好的免税商品，收入箱子，
为配送往机场、码头港口等地做准备。

“39、40、41、42……一共42件，再点
一遍看有没有落的。”王师傅来回直立和
弓腰，不停地把这些“高矮胖瘦”的打包袋
子装进集货箱，他和同事要以最快时间完
成集货、装车和配送。以保证顾客在离岛
时，可以顺利提货。

线下“剁手”现场火热，线上“买买买”也
同步进行。据了解，“双11”期间，海南免税
官方商城开展促销活动，包括全场促销以
及“积能量抢7折VIP折扣券”等。活动期
间，官方商城每日均有海量商品低至单品
7.5折；“双11”当天全场香化低至8折，更
有部分爆款单品6.5折火爆限售；消费者还
可通过线上关注海南免税粉丝群以及微信
公众号，前往海南免税微信门户，积能量抢
折扣券。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

本报海口11月 11日讯 （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陈莹 曲易伸）海南日报记者11月
11日从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获悉，
新增扣缴税款登记及变更、纳税信用修复、
代扣代缴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其他代扣
代缴和代收代缴申报、核定征收企业所得
税重大变化报告等5项涉税业务可通过海
南省电子税务局办理。至此，海南省税务
局已推出全程网上办清单和线上线下融合
清单共230项，实现纳税人足不出户办税

缴费。
据介绍，全程网上办税清单共217项，包

括增值税申报、代开增值税发票、发票领用
等；线上线下融合办税清单有13项，包括复
议申请管理、纳税担保申请确认、税务行政
补偿等。

据了解，为助力疫情防控，优化税务营
商环境，海南省税务局今年以来不断优化

“一站办结、一次不跑、一键解读、一网管控”
等非接触式办税模式，持续推出全程网上办

事项清单，全面升级优化海南电子税务局、
自助办税终端机等办税渠道，营造安全高效
的“非接触式”办税缴费环境，最大限度便利
纳税人和缴费人。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省20个市县局共
配置了545台自助办税终端机，海口、三亚
等市县还设置了24小时自助办税厅，全天
候为纳税人提供发票领取、发票代开、社
保缴纳、完税证明打印等税费服务。全省
税务系统基本形成以“网上办税为主、自助

办税为辅、实体办税服务厅兜底”的办税
新模式。

今年以来，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自
助办税终端机等“非接触式”渠道办理业务
1047.6万笔，占总办理业务量的86.5%。

海南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税
务部门将坚决贯彻好各项税收的优惠政策，
聚焦税务创新，进一步优化好税收营商环
境，实现办税便利化，最大限度把减税降费
政策贯彻实施到位。

海南税务持续推出230项全程网上办清单和线上线下融合清单

升级办税缴费服务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今年以来

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机等“非接触式”渠道办理业务1047.6万笔
占总办理业务量的86.5%

我省举办“银行业+5G”新业态研讨会

实现优势互补 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梁磊）近日，海南省银行业

协会携手海南四大电信运营商在海口共同举办“银行业+5G”
新业态发展研讨会，针对当前商业银行科技化转型需求，加强
对电信行业5G产业的前瞻性研究，力争打造更具体验感的
金融服务场景，全面提升客户金融服务体验感。

会议承办单位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向与
会单位详细介绍了海南农行三沙分行“5G+智慧网点”建设项
目。中国移动海南分公司、中国电信海南分公司、中国联通海
南分公司、中国有线电视海南分公司四家运营商分别就5G
产业发展，5G的技术特点及服务金融业发展的解决方案依次
向海南银行业各会员单位做详细介绍。

“此次会议为广大会员单位和运营商搭建了交流的平
台，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和银行业科技化转型的大背景下，积
极加强银行与5G产业研究将不仅有助于创新新业态,更有
助于银行业提升服务效能。”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科技部总
经理何昆说。

海南省银行业协会研究委副主任刘丹表示，电信业和金
融业已成为海南改善营商环境的两大关键领域，举行“银行
业+5G”新业态发展研讨会，是两大行业实现优势互补推进整
体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契机，实现了两大行业的全方位对
接，相信随着5G产业的全面铺开，必将进一步助推海南银
行业科技化转型的步伐，进一步提升两大行业的整体营商服
务水平。

聚焦

⬆11月9日，在海口瑞特广场，主播直播销售芦荟产品。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11月11日，在海口财富广场一楼，海南橡胶好舒福乳胶寝具展厅里正在举行“双
11”嗨购海垦促销活动。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截至目前

海南税务推出全程网上办税清单217项
线上线下融合办税清单有13项

全省20个市县局共配置545台自助办税终端机

11月11日，在三亚吃海芒芒应季水果发货中心仓库，工作人员正在挑拣、打包红心
火龙果。“双11”期间，三亚吃海芒芒在电商平台上架了包括红心火龙果在内的海南应季
水果，以团购的形式促销。目前，每天通过顺丰速运发货1000多箱，主要发往苏浙沪等
地区。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海南人的“双11”——

最爱买的是手机
最能买的是海口

天猫“双11”

全国成交4982亿元！

制图/张昕

直播卖货：抢滩“双11”

水果销售：搭上“顺丰车”

本报杭州11月11日电 （记者傅人
意）4982亿元！2020天猫“双11”全球狂
欢季成交额再次刷新纪录！11月11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2020天猫“双11”全球狂
欢季组委会获悉，截至11日20时，海南购
买力排名前3的城市为：海口、三亚、儋
州。热买区县前三为：海口市龙华区、美
兰区和三亚吉阳区。海南人最爱购买商
品前5名为：手机、面部护理套装、沙发、
卫衣、连衣裙。

新消费新品牌新机遇

天猫方面预计，今年天猫“双11”吸引
超过8亿消费者、25万品牌、500万商家
共同参与，是覆盖面最广、参与度最高的
一届。更长的销售周期给商家带来了更
多的生意机会和更大的销售爆发，更加丰
富的供给也满足了数亿消费者更加多元
的新消费需求。

今年的“双11”变化巨大，从过去的
“光棍节”变身为有两个售卖期的“双节
棍”。数字已经表明，更长周期的售卖，给
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实惠，给商家创造了
更大的销售增长空间。

新品牌出现现象级爆发。仅在11月
1日当天，357个新品牌摘下了细分品类
的销售桂冠，1800多个新品牌成交额超
越去年“双11”全天，94个新品牌增长超
过1000%。11月1日0时至12时，16个
新品牌成交额破亿元。

更长的售卖周期，为更多商家提供了增
长新机遇。今年加入天猫“双11”的，还有
30多万贫困县商家。数据显示，今年11月
1日到10日，贫困县商家的成交额同比增长
74%，其中尚未脱贫摘帽的52个贫困县商

家的成交额同比增速达到122%。
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

展中心主任陈端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天
猫“双11”是观测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
的新场景、新消费、新业态等商业生态结
构性变化的一个窗口。从供给侧看，越来
越多的产业带商家参与天猫“双11”，未来
将吸引更多产业带商家开辟数字化转型
增长的新赛道。

趣味数据看别样“双11”

此次天猫“双11”，阿里巴巴方面还公
布了多项有趣的消费大数据。例如，“00
后”枸杞成交额增速151.75%；秋裤成交
额增101.4%；电动搓澡仪销量增幅最大
省份为广东；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充电
桩增长率达600%；成交额最高的臭味食
物前三为螺蛳粉、榴莲、臭豆腐，螺蛳粉成

“臭味之王”；今年的“乐园争霸赛”，迪士
尼完胜；“双11”养猫游戏成为史上最快破
5亿用户的游戏。

从“剁手”地图上来看，睡眠仪销量增
幅最大的省区市Top5依次为西藏、福建、
上海、云南和吉林；电动搓澡仪销量增幅最
大的省区市Top5依次为广东、上海、北
京、江苏、浙江；男士美妆数据也备受关注，
消费增速最快的省区市Top5依次为上
海、西藏、新疆、北京、陕西。

大数据还显示，因海南人爱购买坚
果，海南上榜“嘴不能停的省份”，购买坚
果成交额排名前5的省份为：上海、黑龙
江、海南、吉林、湖北。

此外，在黑龙江消费大数据榜单上显
示，黑龙江省游客偏好三亚、海口、万宁等
城市旅游。

免税店里的“双11”——

商品 惠 聚 快乐 购 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