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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6月28日，省委
书记沈晓明、省长冯飞在海口会见来
琼调研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
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史

耀斌一行，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财政
税收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刘
修文，省领导沈丹阳、巴特尔、李军参
加会见。

沈晓明冯飞会见全国人大
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史耀斌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 （记者李
磊）6月 28日，省长冯飞在海口先后
会见了先声药业董事长任晋生、远
景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张雷等企业
客人。冯飞同到访的企业客人围绕

充分利用自贸港政策，在生物医药、
零碳产业等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等
内容进行深入交流。省领导王斌、
倪强，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分别参
加上述会见。

冯飞会见企业客人

本报海口 6月 28日讯 （记者昂
颖 特约记者何光兴）6月28日上午，
中国致公党海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在
海口召开。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
副主席李卓彬发表视频致辞，中共海南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苗延红代表中共
海南省委到会致辞。

李卓彬代表致公党中央向大会的召
开表示祝贺。他表示，过去五年，在中共
海南省委和致公党中央领导下，致公党
海南省第七届委员会始终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大力加强履职能力建设，深入实
际调查研究，积极开展议政建言，密切联
系海外侨团、港澳台社团，锚定产业兴
村、聚力定点帮扶，各项工作取得了实质
性成绩。希望致公党海南省委会始终坚
守多党合作初心，不断巩固思想政治共
识，努力推进自身建设，为助推海南自贸
港建设行稳致远而努力奋斗。

苗延红代表中共海南省委向大会
的召开表示祝贺，充分肯定致公党海南

省委会过去五年的各项工作。希望致
公党省委会增进政治共识，不断夯实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充分发挥好致公党侨
海特色优势，凝聚侨海力量，多建睿智
之言、多谋务实之策、多行惠民之举、多
聚团结之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致
公党的智慧和力量。

九三学社海南省委会主委过建春
代表海南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致贺
词。海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相关负责
人代表海南省各涉侨单位致贺词。

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海南省委会
主委侯茂丰代表致公党海南省第七届
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大会期间，还选举产生致公党海南
省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和海南省出席中
国致公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
表。在随后召开的致公党海南省第八
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侯茂
丰为主任委员，吴建东、唐泽、李孟森、
许惠平、陈月花、符永岸为副主任委员。

致公党海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
侯茂丰当选新一届主委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傅人
意）6月28日，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
林一行深入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
金棕榈热带植物种质资源科技产业园、
海口市芳园美丽乡村等地，调研海南

“三农”发展、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科研
创新、南繁科研育种等工作。

在金棕榈热带植物种质资源科技产
业园，黄金果、铁西瓜、南洋橄榄等热带
植物种质资源吸引调研组深入探讨。
调研组认为，海南在种质资源保护、热
带果蔬品种创新利用等方面，要联动企
业和科研院所力量，发挥海南省崖州湾
种子实验室作用，利用先进育种手段，

实现定向、精准、高效地选育新品种。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省农业农村

厅、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作交流发
言。调研组表示，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
地是全国科研工作者从事育种的科研
宝地，海南要做好顶层设计，统筹科学
布局，做好“一盘棋”安排，珍惜每一个
地块。同时，要加快推动建设南繁科研
育种基地数字信息系统建设，加强南繁
科研育种基地社会化市场化机制建设，
做好南繁产业链配套服务，在引进企
业、科研单位时要有统一标准，更好地
助力“南繁硅谷”建设。

副省长刘平治参加调研活动。

农业农村部调研组来琼调研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张凯）6月28日上午，海南
省高院、省司法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和海口军事法院在海口举行海南军地
协同法律服务中心揭牌及签约仪式。

据悉，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推动
涉军维权工作创新发展，省高院、省司
法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和海口军事法
院积极探索涉军法律服务多元一体工
作模式，以签约形式明确职责，形成长
效机制，创新性建立海南军地协同法律
服务中心。该中心通过选聘法律援助
律师现场值班、引入人民调解和司法确
认机制化解军地军内纠纷、设立涉军事
务公证点快速办理公证事宜、开辟
12348电话热线涉军咨询、配备诉讼服
务与法律援助自助终端提供异地立案

和法律援助申请等，实现对涉军法律纠
纷从咨询了解到多元化解的“一站式”
办理，切实为驻琼部队和军人军属解决
后顾之忧，更好地凝聚军地力量为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守好祖国南大门发挥
积极作用。

揭牌仪式后，省高院和海口军事法
院将在国家法官学院三亚分院组织部
分现役军人任人民陪审员、特邀调解
员，展开为期三天的业务培训，主要涉
及涉军维权政策、常见涉军案例调处、
司法审判实践等专题内容，进一步提高
海南军地协同法律服务中心工作质效。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治
委员陈亚丁，省高院、省司法厅、南部战
区军事法院、海口军事法院相关负责人
共同为中心揭牌，并给涉军法律援助律
师和人民调解员代表颁发聘书。

海南军地协同法律服务中心揭牌运行

“一站式”办理涉军法律纠纷

本报海口 6月 28日讯 （记者昂
颖 特约记者何光兴）6月28日下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海南省第八次
代表大会在海口闭幕。

大会经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民革
海南省第八届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海
南省出席民革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在随后召开的民革海南省第八

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陈马
林为主任委员，陈海平、王文荣、林青、
伍晓红、邢正为副主任委员。民革海南
省第八届委员会主委陈马林代表新一
届领导班子发言。

大会审议通过民革海南省第七届
委员会工作报告和相关决议，并宣读了
给光荣离任委员的致敬信。

民革海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闭幕
陈马林当选新一届主委

■ 本报记者 罗霞 李艳玫

在首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
上购物，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6月28日，三亚国际免税城内，古
驰、卡地亚、雅诗兰黛等不少知名品牌
店的入口处、收银处排起了长队，一些
精品新品热销。

“每次来三亚，必到免税城打卡。
这次来，感觉这里越来越热闹，品牌越
来越多，而且购物节活动真的很多。”说
这话的，是我国女演员董璇。

前来参加首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
购物节启动仪式的董璇，是海南离岛免
税的忠实“粉丝”。她对此前举办的“钟
表与奇迹”三亚高级钟表展等活动记忆
犹新，如今又对免税城里的快闪店等赞
不绝口，“特别好，有沉浸式的消费体
验，还有与品牌直接的互动。”

品牌多、活动多、购物体验好——
董璇所言，代表了不少消费者对海南离
岛免税购物的共同感受。

首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期
间，我省将举办超过50场内容丰富、主
题鲜明的营销活动，各部门、市县政府、
免税经营主体将利用暑期、国庆、“双11”
等重要时间节点，举办彩妆节、手袋节等
活动。海南还将重点发挥消博会溢出效
应，推动国际高端消费品品牌在海南举
办首发、首秀、首展等新品发布活动，让
海南成为引领新时尚消费的目的地。

“惠”享全球精品新品，同样让离岛
旅客大呼过瘾。

山东游客汪女士在雅诗兰黛店内
购买了不少眼霜、精华、粉底液等产品，
买单的时候领到了5件赠品。“我算了
一下，在店里买东西至少有五重优惠。
这些优惠不仅力度大，而且可以叠加使
用，真的很划算。”汪女士介绍，一是眼
霜等产品4折，折扣力度很大；二是店

内推出了满减活动；三是海易办上可领
中免集团的满减优惠券；四是使用数字
人民币结算可使用海南发放的离岛免
税消费券；五是赠品很多。

购物节期间，中免集团、全球精品
（海口）免税城、海旅免税、深免集团、中
服免税等5家免税经营主体旗下的10
家海南离岛免税店集体上阵，纷纷推出
大力度优惠酬宾活动，包括发放优惠
券、限时闪购、消费满减、满额抽奖、多
倍积分等各类活动。同时，在6月25

日起发放2000万元离岛免税消费券的
基础上，购物节期间，省政府将适时追
加资金，市县政府也将安排配套资金，
继续发放消费券。

2021年，海南免税品销售收入占
全省旅游收入的二分之一，免税商品进
口额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左
右，销售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四分之一。海南期待借力首届海南国
际离岛免税购物节，促进离岛免税销售
快速恢复增长，并将离岛免税这一金字

招牌擦得更亮。
“本届离岛免税购物节的重点任务，

除了要举办精彩纷呈的营销活动、吸引
岛外旅客入岛购物外，更要促进诚信经
营，进一步改善购物环境，提升服务质
量，推动购物便利化、人性化，不断强化
与品牌合作，引进更多品种丰富、价格
优惠的免税商品，为岛内外旅客‘买买
买’提供更优质的免税购物体验。”省商
务厅厅长、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局长韩
圣健说。 （本报三亚6月28日电）

首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受消费者欢迎

免税有礼 乐购世界

本报三亚6月28日电（记者李艳
玫 罗霞）6月28日，首届海南国际离
岛免税购物节在三亚启动，第四届中免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节、中免首届彩妆节
活动也同步启动。

第四届中免海南离岛免税购物节
将从6月持续至10月，时间跨度长、活
动形式多，将根据不同客群的多元化购
物需求，分时段举行彩妆节、腕表节、手
袋节、暑期王国旅行记、周年店庆等活
动，持续推动离岛免税购物市场升温。

本届购物节期间，45大免税品类
超700个品牌将举行新品首发、首店进
驻、快闪店互动体验等活动，不断推动
海南免税品牌、品种、价格与国际“三同
步”，进一步吸引海外高端消费回流。

为促进离岛免税消费，“亿元现金
券大派送”活动当天同步上线，面向消
费者发放代金套券。消费者可通过官
方自媒体平台、战略合作伙伴渠道、扫
描户外广告二维码领券使用。

作为本届购物节活动之一，中免首

届彩妆节活动也于当天启动，将持续至
7月26日，活动推出了品牌创意互动
游戏、个性化妆容定制、高级彩妆秀场
等活动，给消费者送上除商品优惠以外
的多层次体验。

除岛内活动以外，中免集团与万豪
国际集团、雅诗兰黛集团、支付宝、携程
等达成战略合作，与希尔顿集团、洲际
酒店集团、资生堂集团、欧莱雅集团、海
南航空等展开合作，联动多方资源将免
税购物延伸至岛外市场，开启重庆、成

都、长沙、西安等10个国内重点客源城
市的主题推广活动。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高绪江介绍，中免离岛
购物节已连办4年，希望通过持续开展
丰富活动，充分释放离岛免税政策效
应，让游客享受到高品质服务，体验离
岛免税购物乐趣。未来，将不断打造更
多具有免税标志性的IP活动，持续助
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第四届中免海南离岛免税购物节启动

超700个品牌将举行新品首发等活动

6月28日，首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在三亚启动。图为游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选购免税商品。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海南省重点城市
空气质量日报

（2022年6月27日12时—6月28日11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7

4

6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5

11

9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习霁
鸿）6月28日，由海口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以“设计赋能 共绘未来”为主题的海南
2022年国际设计岛海口专场推介会以
线上线下互动直播的形式举办，本地政
府部门与200余名来自设计界的专家学
者、行业精英、政企代表、主流媒体共聚
云端，共话未来。

会议中，19位设计师分享了自己的
设计理念，并就关心的问题与海口市政

府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现场连线，表达了
与海口合作的意愿。

据介绍，海口按照省委、省政府
“建设海南国际设计岛”的部署，致力
推动创意设计产业驶入快车道，打造
设计产业集聚地，着力把江东新区打
造成现代服务业示范区及国际设计岛
展示区。当前，海口已经在江东新区
这片沃土上精心埋下了“演海设计师
村”和“江东设计中心”两颗“种子”，期

待它们生根发芽，未来成为设计师们
挥洒创意的灵感之地。海口将全力为
设计师提供好服务保障，打造更加完
备的产业政策体系、创新机制发展模
式，培育形成具有设计特色的产业园
区和专业设计精英团队。

推介会上，加拿大CPC设计事务所
创始人邱江，同济大学规划博士、副教授
姚子刚就海南国际设计岛的建设与发
展，向海口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提问。

乡伴文旅集团董事长、乡伴圆周
派创始人朱胜萱介绍，该企业将在海口
打造国际设计村，集合展览、会晤、住宿、
青年公寓等多种功能，欢迎设计师朋友
们入驻，共同打造一个有设计产业和设
计创意，能够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新
标杆。

直播活动结束后，8家设计企业与
海口市签署了意向合作协议。这些企业
将落户海口，与该市展开合作。

海南2022年国际设计岛海口推介会举办

把江东新区打造成国际设计岛展示区

第二届消博会
首批进口豪车展品抵琼

6月28日，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
品博览会首批进口豪车展品到达海口
港整车口岸，其中包括劳斯莱斯库里
南、兰博基尼Urus、雷克萨斯雷尔法
LM350、奔驰GLS450、宝马X7等，
总价值超2000万元。

该批展品由消博会参展商凯沃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从德国等国进口，经
过近一个月的海运、空运抵达海南，后
续还将有丰田埃尔法、阿斯顿·马丁
DBX、保时捷卡宴等展品抵琼。

文/本报记者 陈雪怡 罗霞
图/见习记者 王程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