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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计了专门的寄递流程，
建立全国邮政‘绿色通道’，免税产品
寄递邮件优先发运、优先处理，赶发
最有效、最快速的发运频次。”陈奋告
诉记者，海南省邮政分公司分别在海
口、三亚、琼海9家免税店提供现场
离岛免税品邮寄服务，并在海口、三
亚准备了仓储场地，除了偏远地区，

全国地级以上城市72小时内即可
送达，并对离岛免税品邮寄实行主
动客服，包括主动跟踪查询邮寄品
运送状况，及时响应处理客户的服
务诉求。

离岛免税购物“邮寄送达”属于
政策上的创新，离岛免税品寄递业务
属于特殊政策下的特殊业务，为消费

者在海南购物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
海南邮政快递业提出了新要求。

“为保证提供优质寄递服务，满
足逐渐释放的离岛免税品寄递服务
需求，我们将持续抓好海南自由贸
易港涉邮任务落实，进一步调整优
化寄递工作流程，从包裹揽收到送
达全流程全链条记录跟踪，做到可

靠可控可追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
定制化寄递服务需求，提高绿色环
保标准。”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支持保障春节期间离岛免
税购物“邮寄送达”业务寄递需求，
邮政管理部门将在春节期间开展督
导，为新政落地保驾护航。

（本报海口2月5日讯）

寄递 优先发运处理 实行主动客服

海南日报记者实地探访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邮寄送达”

三天“递”到手 免税“购”无忧

从免税店购物完成，到
免税品送至消费者手中，除
了偏远地区以外，这一过程
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仅需
72小时内即可完成。

方便、省心、安全、快
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邮
寄送达”政策推出后得到了
不少旅客的关注。免税品
如何“邮寄送达”消费者手
中？2月5日，海南日报记
者就这一过程进行了探访。

2月5日下午，来自山东的旅客
陈女士在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购买
了两件化妆品并选择了“邮寄送达”
业务。

当天15时30分许，收到免税店

发送的取件通知后，邮政人员立即前
往免税店取件，约16时30分，陈女
士购买的免税品到达位于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海口市分公司的离岛免税
品邮寄送达处理中心进行打包。

记者看到，包装工作人员根据每
个客户的提货单分类放入筐中进行
打包。“我们针对45种免税品的品类
特性提供8种尺寸的包装箱，其中酒
类、化妆品类等易碎商品分别制定包

装、填充规范，外包装全部粘贴‘易碎
品’标识，确保邮寄品安全。”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副总
经理陈奋告诉记者，在打包之前，工
作人员还会对所有商品进行消毒。

打包 8种尺寸包装箱保障邮寄安全

打包完成后，这些免税商品会被
送至位于永安路的海口邮区中心局
邮件处理中心进行分拣，记者看到，
处理中心设有专门的免税处理区。
17时40分许，邮政车到达后，跟车

人员与分拣人员当场验收核对货品
数量和外包装，并用邮袋将其一一装
好进行安检。

与普通邮寄品的机器分拣不
同，离岛免税邮寄品都是人工分

拣。“机器分拣存在一定的错误率，
离岛免税商品由于其特殊性，必须
人工分拣确保万无一失，分拣的全
过程都会在监控下进行，以保证货
品不丢失不破损。”海口邮区中心局

邮件处理中心经理王仁婷介绍，完
成分拣后，便会根据省份和航班信
息以最快速度交给航转站最终发
出。“这一过程一般12小时内即可
完成。”

分拣 全过程监控 确保不丢失破损

■ 本报记者 赵优 实习生 李文旭

阳光和煦，草坪翠绿，海口观澜湖
高尔夫球会迎来一拨拨客人在此潇洒
挥杆。“目前球会接待量基本恢复至疫
情前的水平。”看着客人享受度假时
光，球会运作总监杨升露出笑容。

早在十几年前，杨升就决定把高尔
夫管理作为自己未来的事业。为此，他
做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选择：从IT行
业离职，移民加拿大，进修高尔夫球管
理专业，并在当地从事球会管理工作。

随着国内高尔夫产业的快速发
展，杨升放弃了在加拿大的工作，加入
观澜湖集团，并于2017年来到海口。

精通多国语言、具有专业水准、拥有国
际视野，成为杨升的巨大优势。

“我对工作的要求就是环境好、空
气好，海口完全符合。”杨升对海南高
尔夫产业和观澜湖集团发展十分看
好。海南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体
育旅游发展迅速，在海南扎根多年的
观澜湖集团也已形成集体育运动、休
闲度假、商业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高
端运动休闲旅游产业群。

投身海南多年，杨升早已把自己
当作海南的一分子，他希望政企携手，
共同推动海南高尔夫产业的发展。

2018年，我省在上海举办“爱上
海南”国际旅游岛推介会。与其他推

介会不同，这场推介会定位为“商务精
英高尔夫球专场”，实现以球会友。杨
升作为球会代表，向国内外嘉宾介绍
海南高尔夫资源。“海南拥有洁净的空
气、良好的生态环境、怡人的热带气候
和完备的度假设施，冬无严寒，几乎天
天都是打球的好日子。作为一项健
康、阳光的运动，高尔夫与海南的气质
十分符合。”杨升说。

近年来，杨升始终把练好内功作
为球会的首要任务。“不断提升球场质
量，才能将海南优质的高尔夫资源展
现给国内外游客；不断做好酒店、餐饮
等配套服务，才能提升游客的满意
度。”话语间，显示着杨升对于自我和

球会的高要求。
而接连而至的利好政策，也让杨

升干劲十足。
去年4月，海南省政府印发《海南

省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发展规划
（2020-2025）》，提出构建“一圈、五
区、五极、七核”的空间结构，其中，海
口观澜湖体育健康特色小镇为七个体
育旅游先行区之一。“这是海口唯一的
一个体育旅游先行区，也是高尔夫产
业中唯一一个。我们有优质的设施、
服务，也有能力和信心打造体育旅游
目的地，拉动海南旅游消费。”杨升对
此期待满满。

随着冬季的到来，杨升也进入忙

碌时刻。第四届业余高尔夫超级联赛
总决赛、大学生高尔夫队际超级联赛·
2021冬季联赛……上个月，高尔夫赛
事在海口观澜湖接连举办。杨升希
望，通过不断升级打造高尔夫球的顶
级品牌赛事，成为海南向世界展示独
特高尔夫球资源的一扇“窗口”，进一
步加快发展文化体育产业项目集群，
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从立业，到成家，杨升对于在海南
长期发展的信心愈加坚定。“我期待海
南出台更多鼓励政策，让更多国内外
人士汇集于此并能够长期居留，用自
己的专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
量。”杨升说。（本报海口2月5日讯）

海口观澜湖高尔夫球会运作总监杨升：

手握专长“挥杆”自贸港 海南旅文体产业投资基金
落户三亚中央商务区

本报三亚2月5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林诗婷）日前，三亚中央商务区首个旅文体板块投
资基金——海南旅游文化体育产业投资基金落户
园区。该基金将通过对旅文体及相关行业企业投
资，推动优质资源对接，助力海南自贸港旅游、文
化休闲、体育等现代服务产业提质升级。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海南旅游文化体育产业投资基金正式落户园
区，将为海南自贸港旅游、文化休闲、体育等现代
服务产业升级提供资本与智力支持。同时，这种
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为杠杆，以自贸港税收、产
业、人才等利好政策为抓手的模式，将撬动国内更
多优质企业、头部基金机构落地海南，助力海南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关注市县两会

今年围绕三大主导产业发力

加快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培育“单项冠军”“小巨人”

本报海口2月5日讯（记者计思佳）2月4日
上午，为期三天的海口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七次会议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海南日
报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海口将坚持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高效推动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夯实自由贸易港产
业基础。

积极开展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建
设，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力争全市旅游总收入增长
25%以上。支持观澜湖度假区创建5A级景区，
打造集影视制作、国际演艺、免税购物为一体的文
化旅游产业园区。

强化创新驱动，加快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培育
“单项冠军”“小巨人”。启动建设世界新能源汽车
体验中心，推广清洁能源汽车2.5万辆。同时，着
力引进“大院大所”，争取国家级创新平台和重大
科技项目落户。力争高新技术企业达到750家，
产业产值增长10%以上，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
入强度达到1.2%。

持续完善自由贸易（FT）账户功能，充分利
用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和合格境内有
限合伙人（QDLP）政策，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
放。加快发展保税仓储、物流配送、转口贸易等
国际贸易业务。推进冷链物流园区规划建设。
支持各区探索建设现代服务产业园。盘活存量
商业地产，推出一批行业主题商务楼宇，构建楼
宇经济生态圈。培育发展国际艺术品展示交易
拍卖、国际知识产权（版权）交易业务，建设国家
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海口

今年压茬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争取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10%以上

本报八所2月5日电（记者肖开刚）去年全
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7%，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 9.7 个百分点，今年将继续坚持“项目为
王”，压茬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争取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10%以上……海南日报记者从2月4日
召开的东方市十五届人大九次会议上了解到，东
方正按照“两区一节点”的发展定位，加快宜居
宜业宜游的国际滨海公园城市建设，确保“十四
五”强势开局。

2020年，东方市先后集中开工11批44个自
贸港项目，总投资319.7亿元，非房地产投资占全
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84.7%。省委、省政府交
付东方的临港产业园、八所港、东方机场“三大任
务”加快落实，其中东方临港产业园区的水、电、路
等基础设施正在逐步完善，我国海上最大高温高
压气田东方13-2气田成功投产，山东凯润等3家
企业入驻园区；八所港第一装卸区、华能煤码头已
完成港口岸电建设，启动了集装箱业务，稳步推进
东方保税物流中心（B型）前期工作。

今年，东方将严格落实“三服务”机制和“六个
一”责任制，建立项目全链条对接、跟踪、服务，实
现总投资500万元以上项目清单化管理。

东方

2月2日，在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内的华盛聚碳酸酯项目，工作人员加紧安装设备。目前，该项目一期主要装置已经安装完毕。
据介绍，华盛聚碳酸酯项目是海南省重点项目和东方市重点引进的高新材料项目，填补了海南高新材料产业空白。该项目建成投入运营后，

将进一步夯实东方临港产业园的基础，助推东方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东方华盛聚碳酸酯项目
加紧安装设备

本报海口 2月 5日讯
（记者郭萃）离岛免税购物
“邮寄送达”业务开通后，2
月5日下午，中国邮政集团
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就
如何查询快递信息、邮寄
费用由谁支付、有哪些注
意事项等旅客常见问题进
行了解答。

邮费谁出？快递咋查？破损咋办？
——离岛免税购物“邮寄送达”热点问题解答

1

2

3

去年我省住房公积金
归集142.12亿元

本报海口2月5日讯（记者孙慧 实习生杨
韫颖）海南日报记者2月5日从省公积金管理局
获悉，2020年我省提升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益，全
年全省住房公积金归集142.12亿元，提取91.53
亿元；发放个人贷款103.3亿元，使用率、个贷率
分别达到94.1%和86.6%。

据省公积金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省
归集住房公积金142.12亿元，同比增加8.92亿
元，增长6.70％。累计缴存额1102.15亿元，缴存
余额483.82亿元，比上年增长18％。全省当年住
房公积金实际缴存人数110.42万人，比上年增长
28万人，增长2.11％。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全省住房公积金工作
充分发挥公积金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大局和
保障民生作用，住房公积金保持高效运行，各项目
标任务圆满完成。

1.选择“邮寄送达”需要注意啥？

答：首先，购买人、支付人和收件
人必须是同一个人；其次，收件地址
应在海南省外；第三，旅客购买免税
品时必须按要求提交身份证给工作
人员验核身份，通过后再填写详细收
货地址及联系方式。

2.哪些货品不可以邮寄？

答：除国家明文规定的禁寄或限

寄的物品外的邮件都可以邮寄。据了
解，目前离岛免税品中没有禁寄物品。

3.邮费如何结算？

答：目前离岛免税品包邮，邮寄
费用由免税品销售企业支付，同时免
税品销售企业会对商品进行保价。

4.春节期间是否正常邮寄？

答：邮政全年营业，春节期间也
正常邮寄。

5.如何查询快件位置？

答：在旅客离岛后，免税品销售
企业会将运单号以短信形式发送给
消费者，消费者可通过微信关注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公众号查询。

6.运输过程中损坏怎么办？

答：客户接收邮件时发现异常应
立即现场拍照（含邮件外观和内件），
在配合邮政快递员完成邮件开拆手

续后，通过官网 、App 自助 、拨打
11183等方式提出售后需求，按实际
损坏的价值赔偿。

7.疫情高风险地区能否邮寄？

答：目前，没有对“免税产品寄
递”邮件寄往疫情高风险地区的限
制。对包裹的防疫消杀，将严格按
照《疫情防控期间邮政快递业生产
操作规范建议（第六版）》开展防疫
工作。

营探探
■ 本报记者 郭萃

通讯员 胡小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