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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海南离岛免税店销售额快速增长，2020年总销售额超320亿元

“购”免税 够活力

全球知名连锁便利店
品牌罗森去年快速落地海
南，从7月31日日本罗森株
式会社与海南青子实业有
限公司在海口签署区域授
权许可合同，到 10 月 11 日
罗森便利店首批 5 家门店
在海口开业，仅用了两个多
月时间，从中明显感受到海
南良好的营商环境。目前
罗森在海南发展非常顺利，
已在海口开设21家店铺。

今年，罗森将充分利用
海南自贸港政策等优势，抓
住消费领域商机，积极开拓
海口、三亚便利店市场，计划
在海南开设超过100家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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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

勇闯高质量发展的海南之路看点

一图读懂
经济结构调整成效凸显

故事

我们的品牌寻荟记扎
根海南已经四年多，借力海
南热带特色农产品芦荟发
展电商业务，成为“网红”护
肤品牌，在每年的“双11”都
有不俗的成绩。近年来，寻
荟记还发力实体店销售，通
过“线上+线下”模式促销品
牌，截至 2020 年底，我们已
进驻国内 30 余个主要城
市，实现销售额近亿元，并
且每年以30%的增速增长，
在2020年创下销售新高。

去年，公司还投入近千
万元用于种植基地智能化
升级，发展绿色循环农业。
未来，借助海南自贸港政
策，同时借助海南特色优
势，我们将不断增加公司生
产线，提高科研能力以及种
植基地自动化水平，开发优
质护肤产品回馈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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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cdf海口市
内免税店正式开业，在这两
年时间里，我和同事们共同
见证这家海口市区内离岛
免税店的发展变化，也见证
着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愈加
闪耀的魅力。

离岛免税新政的落地、
多种多样的促销优惠活动、
线上线下结合的购物场景，
点燃了消费者“买买买”热
情，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不一
样的忙碌节奏。伴随着海南
离岛免税行业越来越成熟，我
们更加体会到消费者需要更
高质量的购物体验，在这一过
程中，我们会不断地做好工
作，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让更多购物者满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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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荟研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CEO林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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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航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图②2020年12月30日，三亚海旅免
税城开业迎宾，顾客进场选购免税商品。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图③2020年12月22日，在海口复兴
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什么值得买平台的
员工正在办公。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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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晓梦

7店，3天，5.4亿元。
这是今年元旦期间（2021年1月

1日-3日），海南离岛免税的销售成
绩。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元旦期间，
海关共监管销售离岛免税品66.9万
件，购物人数7.6万人次，销售金额5.4
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200%、
80.9%和 195.16%，再创历年元旦假
期新高。

“离岛免税新政实施后，消费者不
用再掰着指头计算购买件数，大家可
以敞开买，店内的客流量明显增多，免
税店人气也越来越高。”对于消费者对
离岛免税购物的热情，cdf海口市内免
税店市场部负责人吉月莹深有体会。

2020年7月1日起，海南离岛免
税新政正式实施。按照新政，离岛旅
客每年每人免税购物额度提高至10
万元，取消单件商品8000元免税限
额，大幅减少单次购买数量限制的商
品种类，离岛免税商品种类由38类增
至45类。“升级扩容”后的离岛免税政
策不断释放红利，有效吸引疫情下海
外消费回流。

“去年以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呈
现增速明显加快、品牌更加丰富、销售
结构不断优化、线上线下加速融合、营
销方式更加多样、服务质量日益提升、
风险可防可控等特点。”省商务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

海南离岛免税在不断刷新着人们
的想象力。“十三五”前四年，服务业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4.9%。“十三
五”期间，海南离岛免税店销售额快速
增长，2020年总销售额超320亿元，

有效促进了消费回流。
除了销售数据的不同，海南离岛

免税运营主体也在发生改变。2020年
12月30日，海旅免税城、中免凤凰机
场免税店、中服三亚国际免税购物公
园3家离岛免税店正式开业，海南离岛
免税店由原来的4家增加到7家。

“去年9月下旬我们进驻海南筹
建免税购物公园，11月底购物公园一
期已完全具备开业条件，12月底正式
开业，新店的成功开设彰显了海南速
度、自贸港速度、国药速度和中服速
度。”中服（三亚）免税购物公园品牌经
理陈超回忆说。据介绍，中国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旗下免税品企业中国出国
人员服务有限公司紧抓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重大机遇，加速推进海南离岛免
税布局及重大项目的落地，中服三亚
国际免税购物公园的落成，也将为海
南再添一个闪亮的新地标。

海口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新的
免税店开业，将有利于海南离岛免税
购物市场形成良性竞争，进一步促进
海南离岛免税产业的健康发展。而对
消费者而言，更多的免税店意味着更
多的购物选择，商品品类将会更加丰
富，购物出行更加便捷，购物体验也将
大大提升。

按照计划，今年春节前市场还会
再新增三家免税店，届时形成“一岛十
店”的新市场格局。“免税品经营主体
增加，市场竞争加剧，将直接带来免税
品供给渠道增加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
员、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
长夏锋表示，未来，消费者自由选择的
权利将大大增强，不仅将购买到质优
价廉的免税品，而且也会享受到更好
的国际化服务。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

cdf海口市内免税
店雅诗兰黛店长
李新翠：

海南青子实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汤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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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
走在全国前列，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4·13”讲话中对海南发展提出的
明确要求，也是建设美好新海南的
必由路径。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就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
质量发展，不断推进经济结构调
整、产业结构优化，加快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在发挥自贸港独特优
势服务并融入新发展格局中推动
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时期，海南以供给侧
需求侧改革为主线调整投资结构，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摆脱了经济
对房地产业的依赖，经济总量迈上
新台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经济
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发展驱动
力从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向以消费
拉动为主，离岛免税购物、落地免
签等政策效应不断放大，11个重点
园区同步挂牌，以三大主导产业为
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经

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为
“十四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时间的书页不断掀开，发展的
命题日新月异。“十四五”时期是海
南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贸港的关
键时期，作为全球唯一的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肩负着党中央赋予的
改革开放新的重大责任和使命，同
时也面临经济基础薄弱、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
等问题。海南要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突破和超越传统发展模
式的弊端和短板，实现经济结构调
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
展，努力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
汇点。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折不
扣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是第一
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是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海南
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蹚出建
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正确道
路，探索欠发达省份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有效路径，必须坚持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把
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制度优势和原
有的生态优势相融合，切实转化为
海南发展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形成
特色鲜明、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
产业体系，成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引擎和典型示范；把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确保自贸港建设红利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调
优经济结构。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12 号文件、《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都对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明确要求，
海南要以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继续坚
定不移调整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
产业结构，优化投资结构，瞄准国
际先进水平，促进服务业优化升
级，形成以服务型经济为主的产业
结构，引进培育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积极打造未来产业，加快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打造高质量
发展的样板。

奋斗，赋予时间以意义，赋予
未来以答案。我们要永葆“闯”的
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
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推动自贸港
建设，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