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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97号

《海南自由贸易港免税购物失信惩戒若干规定》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2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
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12月1日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惩戒海南自由
贸易港免税购物严重失信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海南
自由贸易港社会信用条例》等法律、法规
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
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牵头
部门负责免税购物严重失信主体的认定
工作。

海关、海警依法履行失信惩戒相关
职责。

公安、发展改革、市场监督管理、交
通运输、商务、邮政管理、人民银行、人民
法院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各自
职责做好免税购物信用监管和失信惩戒
相关工作。

第三条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
织违反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海南岛
内居民消费的“零关税”进境商品等有关
监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免税
购物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一）构成犯罪，被处以刑罚或者免
予刑事处罚的；

（二）被处以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或
者被处以两次及以上行政处罚的；

（三）其他违反免税购物监管规定，依
照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应当
列入免税购物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

第四条 因违反免税购物监管规定
被处以行政处罚或者刑罚以及免予刑事
处罚的，海关、海警、市场监督管理、交通运
输和人民法院等部门和单位，应当在行政
处罚决定书或者司法裁判文书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将相关信息推送至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牵头部门。

第五条 海南自由贸易港免税购物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牵头部门按照国
家和本规定确定的标准认定，并将经认
定的免税购物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告知同
级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市场监督管理等
相关管理部门，失信自然人所在单位以

及有关金融机构和企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应当在信用中国（海南）、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等网站上
公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公示期三年。

第六条 对列入免税购物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关机
关和单位应当在公示期内对其实施以下

惩戒措施：
（一）约谈其主要负责人；
（二）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大日常

监管和查验力度，提高随机抽查的比例
和频次；

（三）限制参与政府投资或者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的建设项目，或者予以提
高保证金比例；

（四）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不
适用告知承诺制等便利措施、不享受守
信激励措施；

（五）限制享受政府优惠政策支持、
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

（六）在公共资源交易中予以信用减
分、降低信用等次；

（七）限制参与表彰奖励，取消参加
评先评优资格，撤销相关荣誉；

（八）依照国家纳税信用管理的有关
规定进行税收管控；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七条 对列入免税购物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的自然人，有关机关和单位应
当在公示期内对其实施以下惩戒措施：

（一）不得享受免税购物政策；
（二）在日常监管中列为重点监管对

象，在其离开海南自由贸易港时作为重
点查验对象；

（三）不得从事免税商品经营相关工
作；

（四）取消其评优、评奖、获得荣誉称
号、推荐保送升学等资格，并按照所在单
位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五）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不
适用告知承诺制等便利措施、不享受守
信激励措施；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八条 征信机构可以依法采集免

税购物严重失信行为信息，并向金融机
构提供查询。

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等
金融机构可以按照风险定价原则，对免
税购物严重失信主体提高贷款利率、财
产保险费率和交易佣金，或者依法限制
向其提供贷款、保险、保荐、承销等服务。

第九条 免税购物失信信息归集、
共享、公开、异议处理和信用修复等工
作，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社会信用条
例》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条 本规定自2022年1月1日
起施行。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
由贸易港法》关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和应用，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
制”的有关要求，引导诚信守法消费，保障
海南自贸港政策有序运行，2021年12月
1日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免税购物
失信惩戒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
定》），共十条，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一、制定《若干规定》的背景和意义
《若干规定》是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社

会信用条例》构建的海南自贸港基本信用
制度顶层设计的基础上，为了预防和惩戒
海南自由贸易港免税购物严重失信行为
而制定出台的一部“小切口”地方性立法，
是海南自贸港“1+N”社会信用体系的组
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现实意义。通过制

定实施《若干规定》，海南自贸港在走私风
险防控领域坚决落实中共中央《法治社会
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
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在建立社会
信用体系方面坚持立法先行、依法依规
的原则，严格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
方略。制定实施《若干规定》，在对利用海
南自贸港免税购物政策非法牟利的行为
依法被处以行政处罚或者刑罚以及免予
刑事处罚的基础上，依法认定严重失信
主体，并实施联合惩戒。对监管对象进
行分级分类监管，切实增加其违法成本，
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是防控打击
违法违规行为的重要手段，也是走私风险
防控工作的重要制度创新。制定实施《若
干规定》，是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制

度的重要措施，将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法制
意识和守法自觉，营造“守信激励、失信惩
戒”的价值导向，有助于打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二、《若干规定》的主要内容和亮点
（一）明确了免税购物严重失信主体

认定标准。《若干规定》严格坚持过惩相当
的原则，规定了列入免税购物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的三种情形：一是构成犯罪，被处
以刑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二是被处以
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或者被处以两次
及以上行政处罚的；三是其他违反免税购
物监管规定，依照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相
关政策规定应当列入免税购物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的。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
认定失信行为，应当以生效的司法裁判文
书和仲裁文书，行政处罚、行政裁决等行

政行为决定文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
为依据。从《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认
定标准来看，惩戒的对象是主观上有明显
故意、客观上有严重违法违规情节的极少
数严重失信的信用主体，通过对这一少数
群体实施联合惩戒，达到警示震慑的效
果，引导经营主体和消费者自觉遵守免税
购物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明确了免税购物严重失信主体
的惩戒措施。一是对列入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分别
设置了惩戒措施，主要包括依法依规纳
入重点监管范围、依法依规限制享受优
惠政策和便利措施、依法依规实施从业
限制、依法依规限制参加评先评优、依法
依规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等。二是
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等
金融机构可以按照风险定价原则，对免

税购物严重失信主体提高贷款利率、财
产保险费率和交易佣金，或者限制向其
提供贷款、保荐、承销、保险等服务。

（三）建立了免税购物严重失信主体的
认定和惩戒的工作机制。由反走私综合治
理工作牵头部门负责免税购物严重失信
主体的认定工作。因违反免税购物监管
规定被处行政处罚或者刑罚的，相关法律
文书应由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刑罚的单位
在15日内推送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反走
私综合治理工作牵头部门。经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牵头部门认定
后形成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应当在信用
中国（海南）、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海南）等网站上公示，公示期三年。

（四）明确了免税购物严重失信主体
的救济途径。规定了免税购物失信行为
归集、共享、公开、信用修复和异议处理

等工作，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社会信用
条例》有关规定执行。在异议处理和信
用修复方面充分保护了信用主体的权
益，处理程序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社会信
用条例》衔接一致：一是在异议处理方
面，信用主体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社会信用主管部门、社会信用信息提供
单位提出书面异议申请，相关部门按规
定时限办结并反馈申请人。情况复杂
的，异议处理机构可申请延期，经该机构
负责人批准可延长核查期限，但整个异
议处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 15 个工作
日。二是在信用修复方面，失信主体纠
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符合修复规
定的，可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信用
主管部门或者作出失信行为认定的单位
申请信用修复。修复完成后应当移出严
重失信主体名单，终止实施信用惩戒。

海南自由贸易港免税购物失信惩戒若干规定
（2021年12月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构建免税购物失信惩戒机制 保障自贸港免税购物政策行稳致远
——《海南自由贸易港免税购物失信惩戒若干规定》解读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省打私办

12月12日上午，2021年海南国际
旅游岛欢乐节文昌分会场举行开幕式。
文昌市委书记龙卫东在开幕式上致辞表
示，经过多年探索和积累，海南国际旅游
岛欢乐节已成为海南特色节庆活动和国
际旅游文化名片，是海南与世界加强旅
游、文化、体育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展
示对外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文昌市首
次作为欢乐节分会场，策划了独具特色
的滨海露营节、乡村主题旅游等系列活
动，与海口主会场和其他分会场遥相呼
应，共同把欢乐节办成百姓喜爱、游客青
睐的欢乐盛会。

此次欢乐节在文昌设分会场，活动围
绕滨海旅游、文化体育旅游、乡村旅游等
模块，精心策划，推出了2021年首届文昌
滨海露营节、2021（第二届）“文昌航天城
杯”海南省围棋名人邀请赛、2021年（第
三届）美丽海南乡村主题旅游文昌站、

2021年越山向海人车接力海南年终巅峰
赛（文昌站）等主题活动，为文昌各大景区
吸引了大量游客，有力促进文昌旅游、文
化、体育融合发展，为打造琼北旅游目的
地注入强大“文昌力量”。

铜鼓岭国家级4A景区揭牌

当天活动开幕式上，海南文昌铜鼓
岭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时揭牌。该景
区位于海南岛最东端，素有“琼东第一
峰”美誉，既能登高望远、迎接海岛每一
日晨起的第一缕曙光，又能全方位观赏

“集山、海、林、石、滩为一体”的滨海生态
自然风光。

近年来，景区在政府相关部门及社
会各界的支持下，秉承“生态为底、文化
为魂、产业为基”的原则，精心打造了风
动石、月亮石、揽月台、望京亭、祈福林、

飞来佛、文佛庙、仙姑庵、伏波窑、伏波古
道、观海长廊、明珠金顶、云顶驿站、仙羽
禅洞等游览景点。

海南华隆铜鼓岭旅游控股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铜鼓岭国家4A级旅游
景区的创建成功，也是铜鼓岭国家5A级
景区创建工作的开始，接下来，该景区将
按照文昌市政府专题会批准的《铜鼓岭
5A级景区一核三线概念性旅游规划》，
继续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将铜鼓岭景区
建设得更好。

越山向海人车接力文昌站开赛

12月11日，2021年越山向海人车
接力海南年终巅峰赛文昌站活动现场人
头攒动，热闹非凡，来自全国各地的“跑
友”齐聚铜鼓岭。

比赛采取团队接力赛制，融入了路

跑、自驾、露营、娱乐等多元文化，全长
156.4公里的赛道全新升级，从文昌市
铜鼓岭景区出发至万宁市石梅湾九里
文化海湾，赛道途经文昌、琼海、万宁3
座具有华侨文化和椰风海韵的特色城
市，参赛选手可以尽情领略海南蓝色滨
海美景。

文昌市政府党组成员梁剑肖表示，
希望此次活动成为文昌“体育+旅游”一
张新的名片，推动文昌赛事品牌化进一
步发展，同时也吸引更多的各地选手和
游客，拉动体育旅游消费。下一步，文昌
将继续丰富体育业态，吸引更多高品质
的赛事落户文昌，以赛为媒，欢迎大家来
到文昌。

美丽海南乡村主题游收官

12月12日，“美好新海南·环岛欢乐

行”2021年（第三届）美丽海南乡村主题
游活动在文昌市东路镇龙泉乡园共享农
庄收官。活动以乡村休闲游为主题，吸
引了海口、儋州、五指山以及文昌本地近
500名省内游客前来参加。

当天上午，龙泉乡园活动现场特别
设有年货市集。市集上，除了农户带来
的家禽、瓜果蔬菜等，还有龙泉年货，琳
琅满目的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不到一
会儿便被抢购一空。

下午，游客来到了AAA级景区宋
氏祖居，参观了“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
龄史迹展。

在春光椰子王国，游客饶有兴致地
了解椰乡文化和椰子食品的生产制作过
程。“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春光的椰子糖，
浓浓的椰子味，很香。今天来到这里，观
看了椰子糖加工的过程，才知道原来从
小到大吃的椰子糖是这样生产出来的。”

来自海口的周女士说道。

“文昌航天城杯”海南围棋
名人邀请赛落幕

期间，第二届“文昌航天城杯”海南
省围棋名人邀请赛在文昌举行，旨在以
赛事促旅游，通过大赛向全国棋友宣传
海南文昌的旅游美景和航天文化。

比赛采取围棋三人联棋赛制，共
有来自全国的60名选手，组成16支队
伍参赛。在现场，棋手们个个屏气凝
神，争分夺秒，上演精彩激烈的“黑白”
较量。

参赛棋手付利表示，三人围棋赛讲
究团队的配合，以快乐围棋为主，参加这
个比赛的过程中，既感觉享受了围棋，也
增进了友谊，促进了棋艺的提高。

（本版策划、撰文/李飞 图片/丰收）

2021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文昌分会场活动举行

欢乐趣游航天城 魅力侨乡品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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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文昌分会场开幕式现场。 开幕式现场，游客与文昌旅游吉祥物互动。游客参观“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史迹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