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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离岛免税店线上销售约50亿元
同比增长超过4倍

香化品销售额从过去占销售总额的 75%下降到占50%
手表首饰、服装服饰销售额占销售总额的比例均超过 10%

海南离岛免税商品销售结构明显改善 今年以来

制图/陈海冰一版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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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罗
霞）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12月15日
通报2020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运行
情况时介绍，今年以来，海南离岛免税
店销售业绩亮眼，服务不断优化，一批
国际知名品牌进驻海南离岛免税店。

今年以来，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迎来宝格丽、欧米茄、蒂芙尼、普拉
达、周大福等品牌进驻，三亚国际免
税城装修翻新古驰、卡地亚等品牌店
面，引进了江诗丹顿、名仕、加拿大鹅
等国际知名品牌，海口美兰机场新引

进肖邦、万国、积家等高档腕表品
牌。除此之外，中免集团在各免税店
引入马爹利、人头马、芝华士、拉菲等
高端进口酒品牌。众多国际知名品
牌的入驻，提升了海南免税店的形
象，让购物旅客有了更多选择。

据介绍，随着离岛免税新政的实
施以及商品品类的丰富、品牌档次的
提升，海南离岛免税商品销售结构明
显改善，从香化一品独大，逐步优化为
香化、手表首饰、服装服饰协调发展，
香化品销售额从过去占销售总额的

75%下降到占50%，手表首饰、服装
服饰销售额占销售总额的比例均超过
10%。

2019年，全省离岛免税店共销售
144亿元，其中，线下销售133亿元，
线上销售约10亿元。今年，中免集团
适应新媒体营销的变化，加大了网上
商城营销，定期举办直播活动，优化了
会员营销方案，线上销售约50亿元，
同比增长超过4倍。

同时，中免集团不断创新促销方
式，全面宣传离岛免税新政和优惠促

销信息，通过海南“消费一码通”给购
物旅客发放100元购物券。在重庆、
成都、西安、长沙、南昌等城市举办离
岛免税购物节城市推广活动，吸引大
量潜在客源关注。举办第二届海南离
岛免税年终盛典，4家离岛免税店联
动，开展周年庆、满赠积分、支付宝免
单、现场抽奖和“双11”“双12”等促销
活动。举办国际知名的“钟表与奇迹”
高级钟表展，11个高级制表品牌的定
制表、限量表亮相。邀请雷佳音、杨
幂、李现、宋祖儿、黄圣依、董璇等嘉宾

亮相，拉动高端商品销售和提升离岛
免税知名度。

此外，在提升服务质量方面，中免
集团扩大经营场所和提货点窗口，增
加客服人员数量，加强人员培训，满足
旅客购物和品牌入驻需求。根据客流
量和客流动线，合理增设收银柜台和
快速收银通道，引入移动收银技术，分
流结账排队人群。在各免税店中庭增
设香化综合区，集中销售顾客青睐的
爆款商品。针对孕妇、军人等设置专
属绿色通道，提供人性化服务。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火热，免税店销售业绩亮眼

大品牌纷纷进驻 买商品选择更多

我省再添
一国际知名酒店
索菲特品牌亮相海口

本报讯（记者赵优）日前，索菲特
品牌宣布海口索菲特大酒店盛大开
业，这一酒店是索菲特在大中华区开
设的第23家酒店。

海口索菲特大酒店坐落于海口市
国贸商务区，面朝海口湾，地理位置优
越。酒店共有209间现代客房及套房、
6间餐厅与酒吧。

雅高集团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罗
凯睿表示，海口索菲特大酒店拥有索
菲特品牌最新的特色和服务，将为宾
客带来丰富的法式文化和生活方式体
验。随着自贸港建设的不断推进，海
南的未来前景广阔。海口索菲特大酒
店也将为海口的商业与休闲行业的加
速发展贡献力量。

据介绍，索菲特创立于1964年，
是首个源于法国的国际奢华酒店品
牌，目前在全球热门城市和景点拥有
近 120 家酒店。索菲特所属的雅高
集团为国际领先的全方位服务型酒
店集团。

■ 本报记者 刘袭 肖开刚
特约记者 李珂

2020年第八届海南（儋州）雪茄
文化旅游节（以下简称雪茄文化旅游
节）12月12日下午在儋州市光村雪
茄风情小镇开幕。连续举办8届的
雪茄文化旅游节，不仅助力该市加快
培育文旅新业态，还带动光村雪茄风
情小镇演变成海南西部旅游的热门
打卡点，已成为推动当地旅游消费的
新动力。

雪茄文化旅游节注重丰富节庆
活动文化内涵，催生文旅新业态。
12月15日，海南建恒哈瓦那雪茄有
限公司总经理林爽泾在光村雪茄种
植基地，送走了来自北京、广东、上
海、陕西、辽宁、湖南、湖北、山西等
省份的客人。这是儋州市接待的第

一个雪茄研学游团队，18名游客不
是中小学生，而是经营或爱好雪茄
的高端游客。

这次雪茄研学游是广州乐茄雪
茄商学院的游学课程之一。研学游
指导专家、广州乐茄雪茄商学院院长
刘瑞楠带领游客，走进烟田、深入车
间，学习雪茄烟叶的培育、种植、晾
晒、发酵、分拣、卷制等技术。刘瑞楠
说，儋州已成为全国雪茄爱好者心中
的雪茄文化旅游胜地，“我将带更多
的雪茄爱好者到此打卡。”

今年的雪茄文化旅游节融入更
多的国际文化元素，儋州把文旅新
业态与特色景区景点串联，既增强
对国内游客的吸引力，又进一步把
儋州旅游推向世界。儋州市副市长
刘冲介绍，该市在注重做好雪茄专
业主体活动的同时，融合机车巡游、

婚庆旅拍、摇滚音乐等元素，让雪茄
文化旅游内涵更加丰富，充分展现
儋州文化旅游新魅力，把儋州打造
成海南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新的重要
区域。”

雪茄文化旅游节增设的“儋州有
‘茄’，哈雷出行”活动，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 100 多名机车爱好者参
与。外形大气的重型机车，充满活力
的男女骑手，青春靓丽的机车模特，
成为活动中独特的风景。活动中，当
地市民游客还能乘坐机车巡游，感受
机车飞驰的畅快。来自广东的机车
爱好者刘子立说：“骑行最大的收获
就是快乐，这是平日驾驶轿车难以体
验的乐趣。”

设计“儋州有‘茄’，哈雷出行”
活动巡游线路时，儋州市文旅局把
滨海新区旅游产业园、千年古盐田、

木棠镇铁匠村和东坡书院等人文景
观串联起来，向活动参与者展现该
市的旅游新景观、新业态和当地的
农耕文化、红色文化、传统文化资
源。该局局长李春良说：“希望借助
雪茄文化旅游节，向全国、全世界推
介儋州的文旅资源，吸引国内外游
客来儋州旅游。”

雪茄婚拍体验之旅也是今年的
雪茄文化旅游节新增内容。过去，儋
州调声传唱许多古老动人的爱情故
事；如今，在光村雪茄风情小镇，教
堂、湖泊等正见证着现代的爱情故
事。来自澄迈的游客张城是第一次
来参加雪茄文化旅游节，他感叹：“雪
茄文化旅游节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有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交融和碰
撞，令人大开眼界。”

（本报那大12月15日电）

海南（儋州）雪茄文化旅游节吸引众多高端游客，有力拉动旅游消费

文旅新业态 消费新动力

关注海南（儋州）雪茄文化旅游节

海南现代妇幼医院
主体结构封顶
预计明年10月投入运行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马珂）12月15
日上午，海南现代妇幼医院主体结构封顶。作为
海南省的重点民生项目，海南现代妇幼医院项目
总投资10亿元，于2019年10月18日开工建设，
总床位编制480张，按三级甲等妇产科、儿科医院
标准配置。该院预计2021年10月正式投入运
行，可为海口提供1000多个就业岗位。

据悉，海南现代妇幼医院位于海口市秀英区
永万路向荣美食广场旁，建成后将开设妇科、产
科、妇女保健康复中心、儿科、新生儿科、儿童保健
中心、早教中心、整形美容科、乳腺科等20多个学
科，提供待产中心、月子中心、妇女儿童全生命周
期健康管理及服务等。此外，该医院还将加强国
际合作，让海南民众足不出岛就能享受国际化高
端医疗服务，并满足海南自贸港高端人才以及外
籍人士的就医保健需求。

海南现代医疗集团董事长游金云表示，该院
将按照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建设和管理，争取在正
式运行3年后通过三级甲等医院评审，助力海南
医疗健康产业的持续发展。

三亚旅游冬季联合营销推广活动
在杭州举行

相聚“浙”里 相约三亚
本报杭州12月15日电（记者邹永晖）12月

15日下午，由三亚市旅游推广局主办的2020年三
亚旅游冬季联合营销推广活动在杭州举行。此次
推介会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的方式，让到场的150
多位旅游业界人士感受到三亚的温暖和美好。

据悉，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在推介会前邀请了
来自杭州的“网红”旅游达人前往三亚进行了为期
6天的深度体验。活动现场，旅游达人分享了自
己三亚旅游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同时还通过短视
频平台对推介会进行了全程直播。

此次推介会是2020年三亚旅游冬季联合营
销推广活动的最后一站活动，旨在打造三亚与杭
州两地旅游业界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推进两
地之间的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线路互推、政策互
惠、人文互动等务实合作，促进两地旅游市场的繁
荣与发展。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该局还将针对婚庆、康养以及亲子等市场，打造系
列推广主题，并通过各种创新营销活动将其呈现给
更多的游客，积极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和新业态，
持续推动三亚旅游升温，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助
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广告·热线：66810888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二、竞买资格要求(一)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均可申请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需
按照规定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
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二)具有
下列情形的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1.在白沙县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
因造成土地闲置，并未及时纠正的；2.在白沙县行政辖区内存在通过恶
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建设用地的、竞得土地后不及时签订成交确认
书或出让合同的，或拖欠土地出让金且未及时改正的；3.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录等失信主体。三、本次挂牌出让
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规定时间内到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方溪路8号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查询和购买《白
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
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四、申请人可于规定时间内到白沙黎族自
治县牙叉镇方溪路8号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经审
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于2021 年
1月13日16: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五、时间与地点（北京时间）（一）
领取竞买手册及提交竞买申请时间：2020年12月18日09:00至2021
年1月13 日16:00（逾期将不受理竞买申请）；（二）缴纳竞买保证金截
止时间：2021年1月13日16:00（以到账为准）；（三）挂牌时间：2021年
1月5日9:00至2021年1月15日16:00；（四）挂牌现场会时间：2021
年1月15日16:00；（五）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六、开发建设要求（一）申请人须在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提交与白沙黎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
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二）根据白沙黎族自治县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核准白沙县2020-BSQF-11号地块用地项目是
否符合自贸港产业发展的方向的函》意见的函，该宗地需建设商业项
目。（三）竞得人在足额缴纳全部成交价款和相关税费后，依照规定程序

办理用地和土地登记手续。竞得者须从获得土地之日起半年内动工建
设，宗地内整体建设必须在三年内完成。（四）竞得人取得宗地后须按批
准的规划方案进行建设。挂牌宗地出让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擅自
更改规划和建设条件。因非企业原因确需调整的，必须依据相关规定
的公开的程序进行，由开发建设单位提出申请调整规划建设条件而不
按期开工的，必须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按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
（五）本次挂牌出让地块若实施装配式建筑，须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
进行。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竞买人报价低于底价的，挂牌不成交，由白沙黎
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新组织挂牌出让。（二）本次挂牌为上述
地块按现状挂牌，具体面积以产权主管部门实际测量为准，多不退，少
不补。（三）目前地块无附着物、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
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
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施工。（四）根据原省国土资源厅等六部
门印发的《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文件规定，控制指标
参照我县标准及实际情况，约定达产时间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
1.4亿元人民币，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720.14 万元/亩，达产年限
为3年，以上控制指标纳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内
容。（五）竞得人须在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土地出让成交后，应
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交纳的
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土地出让金。竞得人从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内
付清土地出让金。挂牌出让成交价款只含耕地占用税。八、联系方式
与银行账户：联系地址：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方溪路8号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联系人：黄女士；联系电话：0898-27715862；查询网址：http:
//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www.
landchina.com

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6日

经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白自然资让告字〔2020〕12 号

土地位置

白沙县七
坊镇

地块编号

2020-
BSQF-11号

土地面积

12955.87m2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占30%，
商务金融用地占70%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R≤1.8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35%
建筑限高

≤45米
停车位

75个

起始价

595万元

竞买保证金

595万元

为了做好2021年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征收管理工作，现就有
关问题公告如下：一、2021年柴油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的缴费于
2020年12月26日开始，根据《海南经济特区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
征收管理条例》规定，凡办理2021年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缴费的柴
油车辆，必须缴清2021年1月1日以前的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实
行年度统缴的车辆可根据需要选择全年、半年、季度优惠缴费（按照
季度缴清的费额为应征费额的90%，按照半年缴清的费额为应征费
额的 85%，全年一次缴清的费额为应征费额的80%）。欠费车辆在
补缴所欠规费后，可选择下一个缴费期内的统缴优惠，不享受欠费
时间段内的统缴优惠。2021年通行附加费年度缴费办理时间截止
至1月29日。二、根据《海南省柴油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减免暂行
办法》规定，符合免征条件的在册登记的机动车辆（除拖拉机、三轮
机动车、军队车辆、武警车辆以外）应在 2021年第一季度到车籍所
在地征稽部门办理免征手续；新增的免征车辆请在《机动车行驶证》
登记之日起30日内持车辆的《机动车辆行驶证》和《机动车辆登记证
书》及复印件至车籍所在地征稽部门办理免征手续；属于城市公共
汽车、农村客运班线的营运车辆必须提供《机动车辆行驶证》、《机动
车辆登记证书》、《道路运输证》及复印件。 咨询举报热线电话：
0898-68606060。 网址：http://jt.hainan.gov.cn/各市、县分局
咨询电话：（区号0898）
海口分局66565920 琼山分局65988812 文昌分局 63286090
琼海分局62935001 万宁分局62135669 陵水分局 83323145
三亚分局88868876 定安分局63822157 屯昌分局 67812331
琼中分局86238118 保亭分局83666415 澄迈分局67622737
临高分局28289881 儋州分局23882020 白沙分局27722738
昌江分局26651857 东方分局25595818 乐东分局85523373
五指山分局86622290 洋浦分局28816807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
2020年12月16日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
关于办理2021年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

缴费的公告受海口海事法院委托，定于2021年1月6日下午15时第二次
公开拍卖：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经济开发区中心大道东侧面积为
35995.51m2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面积合计9695.91m2

的6套房产【不动产权证书号：儋国用（2007）第1573号、儋州房权证
马井字第00681号-00686号】及建筑物内16项海产品加工机器设
备（详单见评估报告），合计参考价：4151.35万元,竞买保证金：500
万元。展示日期：公告刊登之日起至 2021年1月5日止，有意竞买
者，请于2021年1月5日16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
准），并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办理竞买手续，缴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
口海事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甸支行，账
号：1010854290001215.缴款用途处需填明：（2020）琼72执26号
之一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标的说明：1、房产、土地及机器设备按现状、整体、净价拍卖，不
分割拍卖。此次房产、土地的评估价值为3939.28万元，设备的评估
价值为212.07万元，合计4151.35万元。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买受
人承担过户所产生的所有税费。标的目前仍在被执行人控制当中，
尚未腾空清场。法院不负责本次拍卖过户的风险。2、儋国用
（2007）第157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土地面积41244.03m2，依
据《土地面积及房屋位置测绘鉴定报告》，扣除被白马井中心大道占
用后剩余土地面积为35995.51m2，且被占用部分的补偿儋州市政府
暂不予研究。本次拍卖也仅是针对上述35995.51m2这部分土地和
地上6套房产，被白马井中心大道占用的土地面积不包含在本次拍
卖的标的物中，其权属情况因涉及补偿问题短期内不能明确，因此
仍归属被执行人。根据评估报告所述，机器设备为海产品加工设
备、冷库和供配电设备等，共计16项，低温冷藏库和供配电设备还在
使用中，其余处于闲置状况。3、上述不动产所述面积仅供参考，最
终以政府实际划分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为准。

拍卖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厅

联系地址：海口市玉沙路28号宝发国际大厦15层
联系电话：13707561158 68581985高先生
法院监督电话：66118195

（2020）琼72技拍委1号

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