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发现最美铁路”活动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张大明）“陵水站，27
摄氏度；电梯基坑水位0.03米……”
12月7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海
口高铁东站的海南环岛高铁物业智
慧管理平台（以下简称智慧管理平
台）指挥中心看到，即便身在海口，
海南环岛高铁29个车站及三亚动
车所物业设备状态和人员作业情况

都可以全部了解。这个智慧管理平
台也被工作人员称为工作中的“千
里眼”。

海南环岛高铁物业管理处经理
张大明介绍，智慧管理平台实现集
中管理，各站的设备状况都能看到，
哪里设备有问题都能第一时间发
现，大大提高了物业管理的精准度，
为乘坐环岛高铁出行的旅客候车、

进出站提供舒适环境最大化提供了
技术保障。

海南环岛高铁物业管理公司投
入1000多万元资金，研发了海南环
岛高铁设备运维智慧管理平台，从
中心指挥调度、站点执行落实、管理
监督检查三大使用管理场景，加强
人、物（设备、材料、工具等）和作业
流程管理（值守、巡检、保养、维修、

天窗施工等），对现场各管理要素执
行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全流程管
理、全过程把控，实现了调度值班远
程查控、作业过程全程监控、安全信
息随时调控、应急指挥实时遥控、施
工安全有力管控、设备健康有效测
控等六项管控功能，大大提升了设
备运维管理品质，确保海南环岛高
铁运营安全。

海南环岛高铁有双“千里眼”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徐武）12月7日，由中
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宣传部联
合举办的 2022 年度“发现最美铁
路”活动走进海南，启动仪式在海南
铁路有限公司海口东站举行。

今年“发现最美铁路”活动将
持续4天，“发现团”将重点讲述环

岛高铁幕后的故事，体验高铁安全
保障的多个环节：高铁物业的智慧
保障平台、高铁线路及供电、信号
设备检查、高铁设备维修、高铁建
设工地等。

海南省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发现最美铁路·讲述环岛高铁
幕后的故事”网宣活动，是党的二十
大召开后海南第一个网络媒体大型

采访活动，将对展示新时代美好新
海南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2019 年以来，“发现最美铁
路”活动已经连续 4 年在海南开
展，“发现团”成员围绕海南环岛
高铁建设、铁路助力经济社会发
展等热点亮点，创作推出了一大
批有政治高度、有情感温度的精
品力作，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推

动铁路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正
能量。

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委网
信办、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中
央和地方新闻媒体及网站、商业网
站、自媒体协会、网络正能量骨干
代表、海南铁路公司各站段代表参
加活动。

“发现最美铁路”活动走进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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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2月 7日讯（记者罗
霞）12月7日，海南离岛免税跨年狂
欢季活动正式启动，将持续进行至
202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活
动期间，我省6家免税经营主体、12
家离岛免税店将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
促销活动，为消费者带来新年惊喜。

中免集团海南运营中心各门店和
电商销售平台将推出活动内容多样、
品牌品种丰富、组合优惠力度大的线
上线下联动促销活动。其中，12月9
日起在三亚国际免税城和海口国际免
税城举办第二届中免手袋节；在实体
店及中免海南电商平台策划各品牌各

品类买赠、满减、抽奖等优惠活动。
海旅免税城将推出“三亚免税购

物第一站、买到就赚钱”营销活动。一
是持续加大促销力度，部分爆品低至
4折，服装箱包、手表首饰、玩具、酒水
等全场低至3折起。二是推出线上线
下满减券，线下实体店进店即送400
元海旅消费券，可折后叠加使用，买
4000元减400元；离岛免税线上折后
可叠加买 2000 元减 200 元的消费
券。 三是可叠加使用政府消费券及
各个银行刷卡满减活动，购物再享折
上折。四是购物即可积分。另外，部
分品牌购买即获赠品。

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将以“贺新
春+庆周年”为主题，开展线上线下联
动，从主题营销、直播逛店、品牌快闪、
会员营销等方面，携手雅诗兰黛、欧莱
雅、GUCCI等品牌伙伴，举办系列迎
新春、庆周年促销活动，并联合航空公
司、机场、渠道合作伙伴，向旅客发放
离岛免税购物优惠券。本月起至明年
2月，将分阶段推出世界杯主题活动

“猜冠军，赢免单”“嗨购双十二”等系
列促销活动。各类促消费活动将结合
体育竞技、文艺表演、趣味互动等多种
元素，并辅以爆品秒杀、到店有礼、积
分福利等，让消费者在休闲娱乐中充

分感受离岛免税购物的魅力。
深免海口观澜湖免税城将开展系

列主题优惠活动，推出众多产品的折
扣优惠、多倍积分及大额礼券等，进一
步扩大精致零售的品牌阵容，引进国
际一线时装、腕表及珠宝类重奢品牌，
积极探索国际新零售路径，推动首店
首发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

国免三亚店强化“免税+健康”特
色，打造差异化特征的离岛免税店。
11月20日，国免三亚店的国药大健
康生活馆升级开业，汇集了健康食品、
保健食品、高端滋补品、健康器材及健
康生活五大类的国际国内知名品牌。

12月至明年春节期间，该店将举办
“国免足球嘉年华——相约国免足购
精彩”“红兔大展喜迎新春”等多场主
题营销活动，围绕重要时间节点，从商
品折扣、热销商品秒杀、发放优惠券、
支付优惠、会员多倍积分等方面加大
促销力度。

王府井国际免税港将于2023年
1月开业。该项目总经营面积10.25
万平方米，计划分三期开业。目前，一
期项目已引进香化、黄金配饰、数码家
电、家居、酒水、儿童、保健品、食品咖
啡及体育用品等9大品类近400个品
牌，其中海南首进品牌20余家。

海南离岛免税跨年活动期间

我省12家免税店将推出系列促销活动

近日，在屯昌县向阳小学的操场上，学生练习篮球、足球技巧。“双减”政策出台以来，体育运动项目成为我省中小学课后服务的热门选
项。学生在运动中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缓解学习压力，促进自身全面发展。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强健体魄 快乐成长

海南自贸港连线意大利

意大利代表性品牌
将参加2023年消博会

本报讯（记者罗霞）近日，海南国际经济发展
局与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线
上推介会，向意大利企业推介海南自贸港新机
遇，推动意大利企业通过海南自贸港加强与中
国、与RCEP区域的经贸往来。此次推介会也是
自意大利确定担任2023年消博会主宾国以来，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举行的首场面向意大利的
推介活动。

推介会上，来自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海
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等单位的发言嘉宾向参会企
业介绍了海南的地理优势、政策优势，特色产业
布局，落地企业案例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盛
况，各方就海南自贸港为意大利企业带来的商机
展开讨论。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暨中国区和蒙古国总协调官张保龙·布鲁诺高度
评价了海南自贸港和消博会为意大利企业带来的
机遇。他表示，海南拥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和政策
优势，无论是意大利消费品企业，还是制造业、医
疗健康、信息技术等领域企业，均可在海南找到发
展机会，并通过海南扩大在中国和RCEP市场的
布局。目前，意方已同多家机构和商业伙伴开展
合作，将携意大利最具有代表性的品牌参加2023
年消博会，展现意大利作为世界领先高端消费品
生产国形象。

下一步，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将与意大利各
领域机构加强交流，深化合作，让更多意大利企业
尽早享受海南自贸港开放红利。

本报海口 12月 7日讯（记者罗
霞）12月7日，海南离岛免税跨年狂
欢季活动正式启动，拉开了海南跨年
促消费大幕。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省商务厅和6家免税经营主体相
关负责人介绍，海南离岛免税跨年狂
欢季活动期间，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大力度的优惠促销将一一推出。

12月5日起，海口、三亚等地先
后发布通告，对省外来（返）人员不再
实施分类管理。从一些平台反馈的情
况看，不少旅客将来琼旅游度假。为
更好激发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海南离
岛免税跨年狂欢季活动将持续进行至
202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新

春不打烊，叠加今年6月28日启动的
首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打造

“天天有活动、周周有优惠、月月有主
题”的海南离岛免税跨年狂欢。

活动期间，我省各免税经营主体
将拿出“看家本领”，推出圣诞树雪景、
流体兔DIY等沉浸式购物体验，叠加
多款热销商品秒杀、闪购，春节期间还
有“诗酒趁年华”“红兔大展 喜迎新
春”等网红打卡活动，为消费者带来丰
富多元、独具海南特色的免税购物体
验。

由中免集团和瑞士高级制表基金
会（FHH）联合举办的第三届“钟表与
奇迹”海南高级钟表展已于12月2日

登陆cdf海口国际免税城和cdf三亚
国际免税城，在为期三个月的时间里，
13家高级制表品牌将向全球消费者
展示其经典钟表系列与腕表作品，传
播高级制表文化，打造沉浸式体验。
同时，12月9日起，中免将举办“第二
届中免手袋节”，制作体验、新品发布
等活动将陆续开启。

首店、首发品牌将给消费者带来
更多新年惊喜。今年10月28日开业
的世界最大单体免税店——海口国际
免税城集聚众多国际一线时尚品牌，
5家全球独家定制品牌店、7家全球首
店、50余家全球最新概念设计品牌专
卖店，以及25个海南免税店首进品牌

等，让消费者不出国门即可感受全新
沉浸式的购物体验。三亚海旅免税城
自开业以来引进了200多个首店或独
家品牌。王府井国际免税港将于
2023年春节前开业，有望给消费者带
来惊喜。

为更好地满足消费需求，海南一
些免税经营主体推出“会员购”，消费
者无需离岛机票也可选购，商城爆品
低至3折，还有消费满减活动。省商
务厅安排资金激励免税经营主体做大

“会员购”销售，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实
惠和优惠。

目前，海南共有6家免税经营主
体、12家离岛免税店，其中海口6家、

三亚4家、琼海1家、万宁1家，除线下
实体店外，还有线上商城，将陆续推出
各类闪购、低折扣爆款商品。各门店
均在“海易办”APP离岛免税专区发
放优惠券，可叠加政府消费券使用。
此外，援琼医护人员可享受专属“多重
促销+免税消费券”。

据介绍，海南免税品国际空运
通道正在加密，免税品入岛更加快
捷、便利；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有
效推动全球消费资源集聚，丰富海
南离岛免税市场供给；免税招商“走
出去”步伐坚定有力……一系列积
极因素，正推动海南离岛免税购物
更具吸引力。

海南离岛免税跨年狂欢季活动启动
活动将持续进行至202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

今年以来我省排查
自建房超237万栋
基本完成既定安全隐患整改

本报海口 12月 7日讯（记者孙
慧）12 月 7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
住建厅获悉，今年以来，我省通过
自建房安全整治“百日攻坚”行动
排查全省 237.1 万栋城乡自建房，
目前各市县基本完成自建房既定
安全隐患整改。

自建房安全整治“百日攻坚”行动
启动以来，我省各市县结合自然灾害
普查、农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
对城乡自建房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排
查城乡经营性自建房。对疑似存在安
全隐患的房屋，各市县安排第三方机
构进行鉴定，按照“一户一策”“一楼一
策”的原则落实好整改措施，消除安全
隐患。

截至10月中旬，我省已排查录
入自建房 237.1 万栋，其中经营性
17.11万栋，非经营性自建房219.99
万栋，经营性自建房既定安全隐患整
改完成率100%，管控率 100%。此
外，省住建厅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加
强农房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
和《海南省房屋安全管理暂行规定》
等规定，探索建立我省房屋安全管理
长效机制。

三亚出台支持外贸
高质量发展20条措施
五方面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三亚近日发布《三亚
市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支持外贸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聚焦海南自贸港
建设要求和四大主导产业发展需要，优化营商
环境，从支持高水平开放、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支持重点产业发展、服务市场主体、深化协同合
作等5个方面提出20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提升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全面促进外贸高质量
发展。

据悉，三亚将扩大“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进出
口管理制度试点成效，引导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
尽快落地；支持免税企业在三亚市保税物流中心
（B型）内设立免税品物流分拨中心，支持邮轮旅
客享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加强三亚本地特色产
品与跨境供应链资源的优化整合，建设数化供应
链平台；优化大宗商品检验流程，提升作业效率；
支持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进境植物种苗指定监管场
地迁移工作和三亚港南山港区口岸综合指定监管
场地建设工作。

为有效推动重点产业发展，三亚将设立进出
口鲜活易腐农食产品查检绿色通道；进一步压缩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时限；全力支持全球动植
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持续推广实施“进
境植物繁殖材料隔离圃考核互认”，开展引进禁止
进境种质资源的风险分析、归类参考等前期工作，
积极支持种质资源安全便利有序引进；支持同纬
度热带果蔬、种虾等优异动植物种质资源、动植物
源性生物材料便利安全引进，服务种业、生物产业
发展；加快推动中国（三亚）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建设，鼓励发展面向RCEP国家的跨境电商
进出口。

三亚还将加快高级认证企业培育力度，推动
贸易风险防控和自由便利同步提升；建立海关、商
务政企服务专员工作机制，为重点企业送“政策服
务包”，“量体裁衣”为重点外贸企业排忧解难，切
实推动外贸保稳提质；在崖州湾科技城、中央商务
区等重点园区，搭建外贸企业专项服务通道，帮
助、指导企业“一键入园”。

◀上接A01版
各入琼关口按照“自愿、免费、即采即走”的原则，
为抵琼人员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

不再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实行“愿检尽检”，
各市县要合理设置便民采样点，继续提供便民检
测服务。

除养老院、福利院、医疗机构、托幼机构、中小
学、密闭娱乐场所（包括KTV、棋牌室、密室剧本
杀、网吧等）等特殊场所外，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健康码。重要单位、大型企业和重大活动
可根据需要，确定核酸检测查验等防控措施。

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
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收
治。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密切接触者采取5天居
家隔离，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第5天开展核酸
检测，结果阴性解除隔离。

居民购买退热、止咳、抗病毒、抗生素等“四类
药品”，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再实行实
名登记。

请符合条件的群众尽快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尤其是80岁以上人群要“应接尽接”。请广大群
众继续落实规范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做好

“手卫生”等个人防护措施，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
责任人。如出现发热等不适请及时就诊，可开展
抗原自测。

以上措施自12月8日起实施，下一步将根据
国家政策和疫情形势变化，持续优化调整相关防
控措施。

不再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
实行“愿检尽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