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文件

友茨就並 〔2020〕 293号

美子促遊消費拡容提庚加快形成張大

国内市場的実施意見

各省、自治区、宣轄市及十表1単 all市 人民政府 ,新堰生声建没兵

囲,国券院有美部 11:

消費是最終需求 ,是姿済増K的持久功力。ヵ順立居民消費

-1-

会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会
行
署
局
局
局
局
会

家
　
　
　
家
家
　
国

国
中
教

工
公
民
財
人
自
生
住

交
衣
商
文
国
中
海
国
国
国
国
中



升鉄之勢,カロ快完善促ill消 費体制机制,選一歩改善消費不境 ,

友拝消費基拙性作用,助力形成張大国内市場,4口券院同意 ,

現提出以下意几:

一、大力伐化国内市場供給

(一 )全面提升国産商品わ爪芥尭争力.釈扱推辻反量提升

行功,引 早企上カロ張全面反量管理。深入升展国家反量基拙沈施

協同服券及立用,推辻 “一堵式"服各拭点。尽快完善服券立林

准体系,推功界老、家攻、托育、文化わ旅滸、体育、健康等頷

域服券林准制修汀与武点示疱。在消費品頷域釈板推行高端品反

汰工,仝面実施内外硝声品 “同銭同林同反"工程。升展反量分

吸拭点,侶早化反仇介,促辻品牌消菱、品反消費o推辻文化ell

意和浚十服券与制造立融合友晨,支持企立建立工立没十中心、

Cl意没十国等平台,培界
=1辻

創意没十人オ ,提高声品文化内

洒。鼓励外貿か工制造企立充分利用自身声能,Cl新商立模式,

通辻自菅、合作等方式増加面向国内市場的仇反商品供給。机疱

栓摯栓測行上資反寺可,提升消費品頷域的汰江ス可粒摯栓測技

木服券能力,力企立村立反量提升的示疱林粁。 (え晨茂羊委、

ェ上わ信息化部、民政部、育外部ヽ文化わ雄落部、工生健康

委、市場上詈恙乃、体育恙乃桜承貴分工免責 )

(二 )力張白二品Jl■建没0深入実施増品紳、提品辰、倒品

牌的 “三品"哉 略。保伊わ友展中学老字号品牌,建立功恣管理

机制,決定和培育一批文化特色波、品牌信誉高、有市場売争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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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準老学号品牌。加張中国水立品牌曰呆制度建没,制定完善

相美汗合林准わ制度規疱,塑造一批具有国勝尭争力的中国水立

品牌。持致赤好中国品牌 日活動,ilCIit挙 赤中国品牌友展国豚邊

塚、中国自主品牌博覧会以及 自主品牌消費品体験活功等 ,塑造

中国品牌形象,提高自主品牌郷洛度和影噛力,サ大自主品牌消

費。鼓励行立協会、研究机胸等チ晨中国品牌研究。 (中 央宣仕

部、友晨茂羊委、工JLわ信息化部、水J味村部、古外部、え化

わた洋部、市場上管恙局装撃テ分工炎貴 )

(二 )茂暮辻口商品供分。依礼中国国隊辻 口博覧会主勁

ケ大逃 口,邊一歩増加国内市場仇反商品供給。支持中′さ城市

微張 “首店姿沸"わ “首友姪沸",鼓励国膵力名品牌在中国

市場首友或同歩上市新品。落共好跨境屯商寒告逃 口商品清単

わ相美上管政策,除 国家明今哲停邊 口的疫区商品以及 因出現

重大反量安全ス隆面虐功八隆泣急炎畳的商品外,対跨境屯商

寒告逃 口商品接企人 自用辻境物品上管,辻一歩物通商品退挨

貨こ道。化化口箸菅硝生恣 ,規疱大型跨境屯南平合管理,鼓

励銭上率先実現境内外商品同款同介。落実好降低 日用消費品

邊口美税的措施,調整仇化部分消費税品日征 ll■ 不市,格高楷

手表、貴重首術わ末宝玉石的消費税由逃口不市后移至界告不

市征 ll■ 。 (財政部、首外部、浄美恙署、屁券恙局、市場上営

恙局接承貴分工炎貴 )

(四 )地一歩鬼碁免税上政策。以建没中国特色免税体系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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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林,カロ張頂晨没it,破除行並友展障碍,提高行立友展疲量
～

水平。科学碗定免税立功能定位,堅持服券境外人士わ我出境居

民井重,か張対免税並友展的坑等規災1,健全免税立政策体系。

完善市内免税店政策,建没一批中国特色市内免税店。鼓励右条

件的城市対市内免税店的建没姿昔提供土地、融資等支持 ,在机

坊口岸免税店力市内免税店没立高境掟貨点。F大 口岸免税立

券,増没口岸免税店。根据居民ll■入水平提高矛消費升坂情九 ,

遺II研 究調整免税限数和免税品紳美。在免税店浚立一定面釈的

国声商品硝告区,11早相美企並升友寺供免税渠道的仇反特色国

声商品,杵免税店打造成力扶持国貨精品、晨示自主品牌、特播

民族特坑文化的重要平台。 (財贅部、商外部、海美恙署、税券

恙局湊承貴分工負ナ )

二、重点推遺文旅休閑消費提辰升級

(二 )キ富着色文化み諄声L。 杓建文旅多声並多頷域融合

互通的休困消費体系,建没文化声立和旅滞声立融合友晨示苑

区。推功ヨト物反文化遺声保伊侍承 ,打道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

洋殉物場所。推勁重点城市加快文化休困街区、乞未街区、特色

ギ店、刷勁群、文化娯/fN場所群等建没,友展集合 多紳立恣的消

費集果区。規疱演出票券市場,か張対演出贈票和工作票管理 ,

強化票芥信息監管。培育新型文化わ旅滸立恣,鼓励博物信洋、

科技旅滸、民俗落等文化体聡洋,升友一批iIE泣 境 内外落客需求

的旅洋銭路、旅落目的地、旅洋演乞及具有地域が 民族特色的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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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旅洋商品。促辻全域旅滋友展,提升国家級旅洋度仮区品反わ

品牌影噛力。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友展入境海島洋、iIE海旅落、

多村旅洋、水雪洋、炉史十都文化落等特色旅済。カロ快中国岬蛯

旅済友晨示疱区和共摯区建没。 (え化わ氷洋部、友及茂単委、

住房裁多走没部、育券部装黙テ分工資i)

(大 )及善入塊み諄与殉物不塊。歳励各地区、各行立近

用手机泣用程序 (APP)等 方式,整合旅遊声品信息,物通消

費投訴渠道,改善旅落和殉物体襲。提升 “智慧景区"服弁水

平,711用 互IIX日 、大数据、云十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木倣好客

流疏早
～

景区服券。か大入境落寺上人オ培界力度。提升景区

景点、餐秋住宿、驚物娯 /fN、 机場キ靖等場所多活和服券水

平。在充分考慮国家安全和人員往来需要的前掟下,秋板研究

出台便利外籍人員入出境、停居留的政策措施。鼓励境 内支付

服券机莉在依法合規前提下与境外友十机杓合作 ,力境外落暮

提供移功支付立券」鼓励境外落客集中区域内的商店申清成カ

高境退税商店 ,伐化婢物高境退税服券。培育建没一批基拙条

件好、消費潜力大、国除化水平高的国隊消費中心城市、国家

文化和旅洋消費示疱城市,実施出入境便rll、 支付便rll、 高境

退税、免税並等政策,形成一批吸引境外落客的水落消菱目的

地。 (丈化わ水落部、友晨及革委、教育部、財政部、人力介

源社会保障部、商外部、人民薇行、税芥恙局、移民局接承貴

分工炎テ )

-5-



(七 )を1新丈化ネ落宣そ推片模式。瑞制前暗性入境旅洋昔

鎖哉略机刻,更好友拝各地区旅滞推片咲盟、行並協会和新媒体

作用,持象推片塑造 “美雨中国"形象。鼓励成立寺立化的文化

旅洋形象菅硝机粕,探索建立政府搭合、企立主早、銭上銭下融

合、済客参与互功的全方位推片宣待模式。充分オ1用 境外旅行社

渠道 ,を1新商止合作模式,促逃境外旅行社宣介中国旅洋品牌、

鋼告中国旅落声品。 (文化わ雄諄部、中央宣仕部、友晨茂羊委

接撃士分工兵貴 )

三、着力建没城多融合消費円箸

(入 )結合区裁友晨布局お造消費ヤむ。持数推功都市圏

建没 ,不断提升都市圏内公共服券共建共享和基拙没施互咲互

通水平 ,加 快推辻咸熟商圏上楷升坂,形成着千 区域消費中

′む。仇化百貨商場、賄物中,さ 滉刻布局,引 早行立iIE度 集中 ,

IIE免 元序尭争。支持商上結型升奴 ,推功尋告立紫交わ倒新多

菅模式,着 力圧城物流等中同不市わ姿菅咸本 ,通 ilt精堆菅

硝、協同管理捉高規模数益,次善消費体験。促邊社区生活服

券立友晨,大力友展便fll店 、社区菜店等社区商立,拓完物立

服券,加 快社区便民商圏建没。推功商立歩行街 改造提升,逃

一歩ケ大示疱拭点疱曰,充分体現地方特色,完 善消費立恣 ,

打造形成一方式妹合性消費平合。 (友及茂羊姜 、工上
～

信息

化部、自然資源部、4i_房成多建没部、水上水村部、首外部、

え化わ旅落部接黙貴分工炎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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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化化成夕商上国′ミ布乃。鼓励引早有央力、有意尽的

大型商立尋告企立在中小城市升晨逹嶺口点建没,促逃迂泣当地

市場需求的品牌商品硝告。深入推逃城多高数配送寺項行功。キ

富近合水村消費者的商品供分,完善供泣渠道,充分友拝岬攻系

坑、供硝合作社系坑現有友村口点布局仇勢 ,実施 “郎攻在

多"、 升象 “快通下多"。 升晨友村合品姿菅店規落化建没拭

点。加張友声品供泣健体系建没っす大屯商選泉村覆豊面 ,促逃

工立品下多わ未声品邊城双向流通。深入升展消費状介,杓建互

咲回企立有介困地区合作交流手合,助推友村地区特ガ1是深度貪

困地区特色仇勢表声品硝告。 (古外部、交通近輸部、水上水村

部、市場上伊恙局、自然資源部、郎政局、よ貧赤、供硝今作恙

摯接撃貴分工炎テ )

(十 )力張消費物流基油没施建没。推勁屯商物流市点与鉄

路、/Ak路 、水遂、航空近輸国箸坑等布局、融合友展,建没一批

妹合物流中′む。完善城市物流配送停車、装lll等 作立没施 ,仇化

城市配送牟柄通行管理,筒化il■行江亦理流程,推定回上申清亦

理,対先屯功卒型貨牟不限行或少限行。完善水村物流基拙没施

国箸,加快特色水声品化勢区生声基地、公益性友声品批友市

場、区域性高貿物流配送中′む、社区菜市場、末端配送口点等建

没,カロ大対友声品分株、加工、包装、萩0年一体化集配浚施建

没支持力皮。 (交通近輸部、友晨茂革委、ハ姜部、4i場戎夕建

投部、水上水村部、首外部、鉄路局、民航局按取テ分工炎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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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加快拘建 “智能+"消費生恣体系

(十一 )力快新一代信息基触没施建投。加快 5G口 箸等信息

基袖没施建没和南用歩伐。支持fll用 5G技木対有銭屯祝国絡逃行

政造升坂,実現居民家庭有銭元銭交互,大屏小屏互功。推功率

咲国部署泣用。全面推辻信息辻村入片,胸建力友鰊合信息服分

体系,依托 “互咲国十"llt功 /Ak共服券向水村延伸。提升水村地区

克帯用声接入速率わ普及水平 ,降低永村信息回路使用咸本。

(工上わ信息化部、友晨茂羊委、住房成夕定没部、水上水村

部、声屯恙局接ネ貴分工免責 )

(十二 )三励残土残下融合宇新消費模式友晨。完善 “二咲

同十"消 費生恣体系,鼓励建没 “智慧商店"、 “若慧街 区"、

“智慧商圏",促避銭上銭下互勁、商旅文体協同。鼓励有条件

的城市わ企立建没一批銭上銭下融合的新消費体菱信,促辻消費

新立恣、新模式、新勁景的普及拉用。 (工上わ信息化部、友晨

皮革委、首外部、え化わ旅落部(体育恙局装黙i分工免責 )

(十 三 )試励使用縁色脅籠メ品。健全録色声品、服券林

本体系和録色林メ汰江体系。以録色声品供給、録色公交没施

建没 、市能不保建筑以及相夫技水を1新 等力重点推光録色消

費 ,Cll建録色商場。落実好現行中央財政新能源汽率推片皮用

ネト貼政策和基袖没施定没失ネト政策,推 功各地区按規定警地方

資金支持疱曰八賄畳不市向近菅不市暑交,重 点支持用子城市

公交。大力推逃 “智慧片屯"建没,推 功居民家庭文化消費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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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カロ快友晨超高清祝叛、虚似現実、可芽戴没各等新型信息

声品。鼓励企立不1用 物襄日、大数据、云十算、人工智能等技

木推功各美屯子声品智能化升象。カロ快完善机功年、家屯、消

費屯子声品等頷域口lll国 絡。各地区結合実膵制定失励有張制

相錯合的消費更新換代政策,鼓励企I牙展以旧換新,合理引

早消費萩期。促逃机功率報疲更新,加快出合根疲机勁キ自牧

管理が法実施如只1,汗格執行根炭机功キ回牧折解企並技木規

茫,完善友机根友更新実施指早意几。促辻汽キ限賄向写1早使

用政策戟交,鼓励汽率限殉地区遣当増加汽キ号牌限板。 (友

晨茂羊委、エユわ信
`き
化部、財政部、生恣環境部、4i_房成多

走没部、交通近桁部、水上水村部、首外部、市場上書恙局、

声t恙局装撃テ分工炎貴 )

(十 四 )夫力友晨 “二躾日+江会爪券"消 費模式。促辻教

育、医片健康、界老、札育、家政、文化わ旅洋、体育等服券消

費銭上銭下融合友晨,拓晨服券内容,′大服券覆監面。探索建

立在銭教育深程汰江、家庭医生屯子化基釣等制度,支持友展社

区居家 “虚似界老院"。 鼓励以高水平社会服券机ね力核′さ,建

立面向基晨地区、欠友iFt地 区、迪近地区的近程在銭服券体系。

(友及茂羊委、教育部、工止わ信息化部、民政部、4i_房式多走

投部、商外部、文化わ氷落部、工生健康委、体育恙局接撃テ分

工炎テ )

五、持数提升居民消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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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促辻重点群体増水激友消費浩力。辻一歩改革完善

取立教育制度体系,大規模升晨取並技能培ツ|,提升技木工人技

能水平,完善寺並技木人員分配政策。推逃多村を沸多元化,支

持 /「k民 工、高校半立生、退役写人等人員返多入多Cll立 ,格掘新

型水立盗菅主体増牧潜力
`持

致深化声籍制度友革,使更多在城

慎穂定就上生活的表立戟移人口落片定居,着力根治札久表民エ

エ資同麺。 (友晨氏早委、教育部、公姜部、人力資源洋会保障

部、水上水村部桜撃貴分工炎貴=)

(十 六 )羞え″増加居民財声jL枚入。キ富和規疱居民投資

理財声品,遣度′大国債、地方政府債券面向企人投資者的友行

額皮。穂定資本市場財声性llA入預期,完善分左激励制度 ,堅決

査炎汗重板喜中小投資者分生派息収益的行力。深化友村上地和

集体声枚制度改革,聰歩推逃水村集体姿菅性建没用地入市,探

索賦予水民対集体資声般合的占有、ll■ 益、有僕選出及抵押、担

保、墜承枚。 (財政部、自然資源部、水上水村部、人民4F行、

江時 撃貴分工兵貴 )

六、全面首造放心消費不境

(十七 )強化市場秩序上管。カロ張反不正当尭争執法;象

ク/Ak平 売争市場不境。汗房打士各炎侵犯知沢声板わ制省佛劣

商品等itt法 犯罪活功,御査基声源共和硝書回客 ,升展全健条

打書,有戒浄化消費不境。ダ化対企人携帯物品邊境行力的監

管,提高現場査略的数率わ精堆 性。か大対ヨト法代殉等EIt法 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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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行力的冬治力度,堵住相夫商品ヨト法入境 “労11"。 カロ張邊

口声品安全迫湖体系建没,提高辻口声品及渠道透明度。鼓励

地方上管平合、屯商平合、第二方迫湖平台与国家重要声品迫

湖平合信息互通。 (市場上書恙乃、公姜部、南外部、海美恙

署装以テ分工資貴 )

(十八 )承れ準逃消費板戌信用体系走投。完善企人信息保

や制度わ消費后汗徘制度,大力仇化残土消費不境,加大力皮打

書口絡刷単炒信等黒色声立生。充分近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合、金融信用信息基拙数据庫等,建立健全企上和相美人員信用

泥彙。強化 “信用中国"回 Jilわ 国家企止信用信息/Ak示 系坑的/Ak

升功能,逐歩実現行政十可、行政炎罰、声品抽社結果、鉄陥声

品召口等不渉及国家秘密、商立秘密或者企人聰私的信息依法向

会社会公牙 ,、 力/Ak炎提供信用信息一靖式査洵わ消費預警提示服

券。 (友及茂羊委、商外部、人民槻行、市場上昔恙局桜承i分

工資貴 )

(十九 )物通消費者筆れ渠道。加張 12315行政よ法体系

わ消費者集杖信息化定没,形成銭上残下相錯合的消費者象叔

服芥体系,強化対消費者収益的行政保伊。実施声品物字監淑1

和預防千預。什対反量同題集中和人民群炎夫注的重点服券飯

域 ,カロ張服券反量上凱|。 片格落共同絡殉采商品七日元理由退

貨制度,鼓励残下実体堪上自主承音元理由退貨。支持各地区探

索建立当地特色旅滸商品元理由遅貨411度 。升晨消費投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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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Ill用 口箸、声播屯祝、象叔服分点屯子公示牌等多紳形

式/Ak升投訴声品わ服券信J息 。充分友拝媒体監督功能,カロ大対

侵害消費者合法収益逹法行力的曝光力皮。 (市場上管恙局炎

貴 )

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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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促逃消費横容提反重点任努分工方案

重点任努 工作措施 責任単位

〈―)全面

提升国声商

品和服分党

争力

大力推逃反量提升行動。引早企立泣用先逃反量管理方法和模式,全

面提升声品和服分辰量。深入升展反量基硼没施跡同服分及庄用。完

善赤老、家政、文旅、体育、健康等飯域服分析准体系,加快相美林

准供給,牙展林准化拭点示疱建没。加快建立全省銃―的赤老服分反

量和平倫体系。構逃文化全」意和没汁服各与制造立融合友展,建立面

向先逃制造立集群的創意没汁公共服分平台。加快培育工立投汁中

心,全年新増50家 以上省級工立没II中心。支持自由貿易拭詮区利用

政策伐勢,増加面向国内市場的伐辰商品供給。規茫栓唸枷 J机杓資

辰決定管理,提升消費品飯域汰ilE汰可栓鼈栓測技木服努能力。

省友展改革

委、省工立和

信息化斤、省

民政庁、省商

多庁、省文化

和旅滸F、 省

工生健康委、

省市場生管

局、省体育局

按駅責分工負

責

(二)加張

自主品牌建

没

探入実施増品神、提品反、CJ品牌的“三品"哉略,姐奴省自主工立

品牌五十張違逸和宣特活動。升展 “江赤精品"汰江工作,着力培育
―批走超国靡先逃水平、具有江赤特色的仇辰声品,提高自主品牌知

名度和影哺力。制定《逃一歩推逮老字号借承保榜CJ新友展三年行功

方案 (2020-2022)》 ,伐化老字号告承保´和ell新友展不境,提升

老字号文化介値、経済枡値和品牌枡値。支持老字号文化旅滸資源升

友利用,推功老字号品牌集衆区“商文旅
″
融合友展。修iT完善江亦

衣立品牌日景制度 ,推選衣声品区域公用品牌規疱管理和企立声品品

牌平倫,友布推介一批 “亦"字号品牌。制定江亦省省K辰量実管理

亦法和平申規スJ,村立一批伐反消費林粁企並。深入実施品牌友展規

剣,建立健全品牌培育、iT介、保´和宣特机制,加大哉略性中高端

消費品、新来声立等品牌扶持力度。

省委宣特部、

省友展改革

委、省工立和

信息化斤、省

衣立衣村斤、

省商分庁、省

文化和旅滸

斤、省市場盟

管局按取責分

工久責

(三 )改善

逃口商品供

分

利用中国国医逃口博覧会等升放平台,多渠道デ大特色伐反声品逃
口。落実好跨境屯商尋告逃口商品清単和相美監管政策,支持赤州、

南京、元揚等跨境屯商宗合拭駿区デ大跨境屯商零告避El規模。加大

対商品、食品等逃口指定口岸建没的支持力度,引逃和培育逆口尤共

企立,支持ケ大逃日立分。落実消費品逃口美税降税政策,保障部分

商品消費税由逃口不市后移至霧告不市征牧政策在省内落地執行。

省財政斤、省

商分斤、南京

海美、省市場

盗管局技駅責

分工久責

(四 )キ富

特色文化旅

遊声品

推功文化和旅滸深度融合,建没一批国家級和省象文化声立和旅滸声

立融合友展示疱区,打造一批示茫性、引飯性融合友展坂目。促逃旅

漉演乞友展,打造一批中小型、主題性、特色炎的旅漉演乞精品。支

持升友ヨト物反文化遺声主題旅滸,創投一批可作カヨト遺体唸場所和旅

滸目的地的江亦省ヨト物反文化遺声創意基地。着力提升我省国家坂和

省象旅済度侵区品灰和品牌影哺力。加快全域旅滋友展,推逃国家坂

和省致全域旅滋示疱区建投。大力友展休困衣立和多村旅済。培育新

型文化和旅滸立恣。加快文化休困街区、乞木街区、特色事店、刷場

群、文化娯示場所群等建没,友展集合多神立恣的消費集衆区。

省文化和旅滋

斤、省友展改

革委、省住房

城多建没庁、

省商分斤、省

衣立衣村斤按

駅責分工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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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努 工作措施 責任単位

(五)改善

入境旅滸与

胸物不境

鼓励込用手机庄用程序 (APP)等方式,整合旅滸声品信息,物通消

費投訴渠道,改善旅滋和殉物体唸。強化 “智意景区
″
建没,提升実

吋盟コJ、 客流疏早和景区服分水平。加張全省本科高校旅滋管理寺立

建没,提高旅滸相美寺立人オ培赤疲量。提高入境旅滸服分能力,提

升景区景点、餐炊住宿、胸物娯示、机場キ靖等場所多悟神服分水平。

岨奴升展境外洸客境内移功支付服各方案拭点,深化移功支付便民工

程建没,持紋伐化境外滸客移劫支付服外体唸。鼓励境外滸客集中区

域内的商店申情成力高境退税商店。伐化的物高境退税服分,秋板稔

妥推行高境退税使捷支付、 “鳳口采即退"等便利化措施。支持南京、

芥州等地建没国家文化和旅滸消費示池城市。

省文化和旅iit

庁、省友展改

革委、省教育

斤、省人力資

源社会保障

斤、省商分斤、

人民銀行南京

分行、省税各

局技駅責分工

負責

(六)ell新

文化旅滸宣

特推声模式

編制“十四五"吋期入境旅滸菅備哉略規則、江赤省大返河文化旅滸

融合友展規則,打哺具有国隊影哺力的江亦文化旅滸品牌。加張有国

隊旅滋姐家的交流合作,推違境外江亦旅滸推戸中心建没,更好友拝

各癸旅滸推声咲盟、行立切会和新媒体作用,持鉄推声塑造 “美雨中

国"“水詢江赤"形象。支持成立寺立化文化旅滸形象菅硝机杓,探

索建立政府搭合、企立主早、銭上銭下融合、ii7客参与互功的全方位

推庁宣借模式。               ___

省文化和旅滸

斤、省委宣借

部、省友展改

革委技双責分

工久責

(七)鰭合

区域友展布

局打造消費

中心

持峡推逃南京、亦錫常、徐州等都市圏建没,提升都市圏内基硼没施

建没和公共服分供給水平,加快推逃成熱商圏上梢升象,培育友展若

干区域消費中心。探索実行忠部亦理許可、「]店登遭各案制度,対品

牌達執便利店食品商品、出版物、音像制品、姻草等多菅,逃一歩放

寛条件,加快推逃品牌達執便利店友展。全面牙展省坂歩行街改造提

升工作,加快培育一批省象高品位歩行街,友揮好歩行街帯功城市消

費的溢出敷泣。鼓励基硼条件好、消費潜力大、国医化水平高的城市 ,

培育建投国医消費中心城市,規則打造一批具有枝強国隊影哺力的新

型消安商圏。加快推逃衣買市場升級改造和社区商立国点建没,完成

升級改造衣貿市場100企 。

省友展改革

委、省自然資

源斤、省住房

城多建没庁、

省衣立水村

斤、省商分斤、

省文化和旅滸

斤技駅責分工

久責

(ノ )ヽtt4ヒ

城多商立円

点布局

加張城市末端和具、多、村物流円点建没,釈板争取升展屯子商分逃

衣村塚合示茫工作,促逆工並品下多和衣声品逃城双向流通。深入升

展城多高数配送寺項行動,引早交通返輸企並牙展録色貨送配送服

分,鼓励使用林准化、寺立化城多配送キ輌。実施 “由F政在多
″、升

致 “快遠在多",完善衣村消費者商品供泣渠道。姐奴升展 “互朕岡

+"衣声品出村逃城工程,持察実施 “互瑛岡+"希扶助水行動,鼓励

衣立径菅主体友展宜采亘供、今鍵配送、社区併蜘、円上批友等衣声

品屯商新並恣。秋板推逃屯商扶貧。支持有能力的屯商平合企立渠道

下況,推功有実力的企立面向径済薄弱地区升展声梢対接活動。大力

推逃社区屯商友展,碗汰一批数字商各逃社区拭点単位。

省商分斤、省

交通送愉庁、

省衣並衣村

庁、省市場監

管局、省自然

資源斤、省由「

政局、省扶貧

か、省供侑社

技駅責分工久

責

(九 )加張

消費物流基

拙没施建没

在城市近郊区銃寿布局規則和建浚物流国区和大型物流中心,伐化完

善城市録色貨這配送停皐、装卸等没施。科学没畳城市配送牟網寺用

喘吋停牟位或港湾,推行城市配送卒輌1小吋免費停牟。推行通行II

円上か理,符合条件的純屯功物流年一律友放K期或喘吋通行江,対

究屯功経型城市配送キ輌少限行甚至不限行,対純屯功微型城市配送

キ柄不限行。完善衣村物流服各国絡,推遊多慎家合還愉服各姑建没。

加張水声品声后商品化処理没施建没。推逃田共市場衣声品全倍保鮮

冷贅没施建没。

省交通返愉

斤、省友展改

革委、省公安

庁、省住房城

多建没斤、省

水立衣村斤、

省商分斤按駅

責分工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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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努 工作措施 責任単位

(十)加快

新一代信息

基硼没施建

没

姐奴升展大規模5G精品円絡建没,全年it剣建没5G基靖5.2万座,覆
蓋各市 (具、区)城区、重点中心鎮及省象以上升友区。在工立互咲

円、革駄円、智慧城市等頷域升展5G規模商用。升展衣村地区接入円

ケ容改造,基本実現行政村光奸寛帯高反量覆蓋。牙展大数据伐秀典

型案例汗逸活動,張化 “互瑛円+"帯動作用。加張軟件声オ融合支

樺,健全軟件人オ公共服努体系,牙展 “頷軍人オ沙尤 "、 “公益招

聘 "、 “公益大賽"等各癸軟件人オ引逃和培育公益活功。升展水民

用円活功,因地制宜打造 “互朕円+″ 多村繰合服各国絡,推功互咲

円+在水村普及。

省工立和信息

化庁、省友展

改革委、省住

房城多建没

庁、省衣立衣

村庁、省声屯

局按取責分工

負責

(十一)鼓
励銭上銭下

融合等新消

費模式友展

完善 “互咲同十"消費生恣体系,鼓励建没 “智慧家庭 "、 “智慧商

店 "、 “智慧街区"、 “智慧商圏",促遊銭上銭下互功,商旅文体

跡同。鼓励有条件的企立建没一批銭上銭下融合的新消費体験竹,通

道宣播屯子商各、社交菅硝牙膚 “云逸街"等新模式,繁茉居家 “宅

消費
″,秋扱友展元接触式消費、元人超市、元人商店、元人餐庁等

新llL恣 。継銭支持挙亦南京軟博会,促逃新消費模式友展供需資源銭

上銭下互功対接。推功三大這菅商、亦宇易殉等行立尤共企立建没互

功式、場景式信息消費体験中心。秋扱培育数字体育、在銭健身、銭

上賽事、銭上培ツ|1等新blL恣 ,推庁居家科学健身方法 .

省工立和信息

化庁、省友展

改革委、省商

多庁、省文化

和旅済庁、省

体育局按取責

分工負責

(十二)鼓
励使用録色

智能声品

釈板推逃録色声品和録色林惧決iI体系建没,鼓励相美汰江机杓升展

録色声品和録色林沢汰II工作。落実好新能源汽車推声庄用財政ネト助

政策和基拙没施建没業ネト政策,重点支持新能源公交車、燃料屯池汽

車推声庇用和新能源充屯没施建没這菅。鼓励消費者損疲倍銃燃油汽

車井胸要新能源汽車。引早交通送輸企立秋扱推声使用新能源和清浩

能源這輸装各。加快研友可穿戴没各、移劫智能終瑞、医庁机器人等

智能化声品,推功虚似現実、家庭机器人、可穿戴没各庄用。大力推

遊智慧声屯建没,加快友展超高清祝頻,推劫居民家庭文化消費升象。

完善録色建筑林准体系,友布実施75%市能林准,推功録色建筑高反

量友展。以録色商場合J建力載体,釈扱引早録色循不消費。遺吋升展

扱慶机劫卒回Ll■折解企立資反決定工作。出台我省衣立机械根慶更新

ネト貼実施亦法。

省友展改革

委、省工b12和

信息化庁、省

財政庁、省生

恣不境庁、省

住房城多建没

庁、省交通送

輸庁、省衣立

水村斤、省商

努庁、省市場

監管局、省庁

屯局技取責分

工負責

(十三)大
力友展 “互

咲円+社会

服多"消費

模式

加張智慧教育、智慧健康赤老、智慧交通、智能家居等頷域重点声品

服努培育,友布重点企並和声品服分名景。建成江亦省軟件和信息技

木服各公益慕深平台,姐鉄牙展銭上江亦軟件和信息服努“公益大沸

堂"活動。建杓全省数字教育資源公共服分体系,打造互瑛同+教育

大平合,推避智慧校国、国絡学コ共同体和智能化、今性化、乏在化

終身教育体系建没。加快互瑛円医院建没,推逃全省所有二級以上医

院牙展互朕円医庁服努。釈扱升展 “互瑛円+家庭医生
″
服分.推劫

全省家政減信服分平台建没,推功家政服分立提反ゲ容。汗展 《江亦

省智慧弄老建没規疱》貫林工作,拭点建没一批示茫性 “智慧赤老服

多机杓"和 “智慧券老服各社区",鼓励企b12汗友智慧弄老月艮分庄用。

加快江亦智慧文旅平台建没,升没銭上“文旅超市",支持文博場信、

旅滸景区推出 “云服努"。

省友展改革

委、省教育庁、

省工立和信息

化庁、省民政

庁、省住房城

多建没庁、省

商努庁、省文

化和旅滸庁、

省工生健康

委、省体育局

按取責分工負

責

「
　

　

　

，

-3-



重点任努 工作措施 責任単位

(十四)促
遊重点群体

増牧激友消

費潜力

加快駅立技能提升行功 “1+N″ 政策体系建没,研究制定相美頷域寺

項取立技能培り1汁剣,用好失立保険基金支持双立培り1政策。全面推

行企立自主汗倫和新型学徒制培り||,帯劫各癸企立、培り|1机杓更大規

模升展取立技能培り|。 実施 “互朕同+駅立技能培切lit剣 ",持銭推

功升展駅立技能提升行功銭上培り|。 朕功升展集体跡商要豹行動,引

早企立提升技木工人工資水平。制定実施支持衣民工、高校半並生、

退役軍人等人員返多CJ立的政策措施。升展水民工市民化培〕|,推i■

衣立橋移人口在城慎定居。深入升展根治欠薪寺Irm行功,実現基本元

抱欠目林。倣好 “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
″

“亦北ittl″ 等基晨就

立項目,鼓励引早高校竿立生返多入多就blLCJ立。

省友展改革

委、省教育庁、

省公安庁、省

人力資源社会

保障庁、省衣

立水村庁、省

恵工会按駅責

分工負責

(十五)稔
定和増加居

民財声性llA

入

加張対備蓄国債承梢机杓的立各指早和規疱管理,探索升展“水村金

融繰合服各姑+同上銀行
″
国債硝告模式,満足城多居民賄債需求。

穏定資本市場財声性ll■入預期,完善分鉦激励制度,堅決査処戸重損

害中小投資者分鉦派息杖益的行力。鼓励村集体和集体径済狙駅成長

盤活利用困畳宅基地和水村住宅,増加衣民財声性ll■入。深化衣村集

体声杖制度改革′力争2020年全省基本完成衣村集体声枚制度改革整

省拭点。探索賦予衣民対集体資声股分的占有、収益、有僕退出及抵

押、担保、継承枚。升展第二給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拭点。通

吋膚劫 《江亦省水村土地承包姪菅枚保押条例》的修汀工作。

省財政庁、省

自然資源庁、

省衣立水村

庁、人民銀行

南京分行、江

亦iI盗局按取

責分工免責

(十六)張
化市場秩序

盟管

逐歩建立以“双随机、一公汗"盗管力基本手段、以重点盟管カネト充、

以信用盗管力基拙的新型盟管机制。加張対銭上銭下硝告行力的盗測

‖卜査,全縫条査楚侵杖暇冒等達法行力.加大対重点行立飯域的反不

正当党争盗管、執法力度。推逃憔三角区域切同仇法,加張侵杖俄冒

信
`息
互通与跨境案件査た。推遊美区旅栓凩陰防控体系建没,提升現

場査喰的敷率和精准性,対♯法代賄等達法達規行力加大盗管以及怨

治力度,晋房打告制告侵冒傍劣商品。

省市場盗管

局、省公安庁、

省商努庁、南

京海美按駅責

分工負責

(十七)釈
扱推逃消費

飯域信用体

系建没

完善介人信息保伊制度和消費后坪倫制度,大力伐化銭上消費不境 ,

加大力度打書国絡刷単炒信等黒色声立鍵。強化商分減信平台庇用。

推逃信用芙怨名単制度落地兄敷,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怨戒制

度。完善消費者今人信息安全、隠私保押与信用修隻机制。完善省市

場盗管信息平合的企立信用月集功能,建立健全企blL和 相美人員信用

梢案。強化国家企立信用信息系銃公升功能,逐歩実現行政許可、行

政姓判、声品抽栓結果、快陥声品召回等不渉及国家密円、商blL秘密

或者今人隠私的信息依法向社会公牙。推劫格消費頷域行政赴罰等相

美信息幼入金融信用信`息基拙数据庫,建立健全消費飯域信用i5r倫記

景。加張反量減信建没,格更多消費癸企b12幼入反量信用信息数据庫 ,

完善反量信用坪倫机制,培育反量信用AAA象 、AA象企立,建立反量

信用妃景及公示制度。

省S~i展 改革

委、省商分庁、

人民銀行南京

分行、省市場

監管局按取責

分工負責

(十八)暢
通消費者筆

枚渠道

加張12315行政拭法体系和消費者集杖信息化建没,形成銭上銭下相

鰭合的集杖服分体系。釈扱升展消費筆枚宣倍,加大対侵害消費者合

法杖益達法行力的曝光力度,友布有影的的知沢声71■案件。建立企立

声品反量安全事故張制報告、快陥声品召回制度。及吋依法公升快陥

声品召回信息,遺吋友布消費預警。晋格落実国箸殉興商品七日元理

由退貨制度,鼓励銭下実体店自主承諾元理由退貨。

省市場監管局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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