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经济逐步复苏 举办跨境电商大会，大力推动新型消费业态发展中国（郑州）国际汽车后市场博览会现场成交5.8亿元

此次促消费活动措施力度大，涉
及范围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
确保各领域做实做细，真正产生实效？

马健说，《通知》明确提出在三个
方面加强保障：

一是组织保障。各地将成立工作
专班，由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研究、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着力加大资金筹
措力度，精心策划工作方案，科学设计
消费券及相关奖补标准，确保财政资
金筹措到位、发放到位、兑现到位，务
求工作实效。

二是资金保障。省财政将根据各
地拟投入的促消费工作资金先期预拨
省级奖补资金，带动省、市、县三级财
政共同发力，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和市
场主体让利，避免挤出效应，最大限度
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切实提高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三是宣传保障。各地、各部门将
利用各大主流媒体对重点活动进行专
题宣传，千方百计扩大活动的影响力
和群众的知晓度、参与度，努力营造政

府搭建平台、商家丰富供给、全民乐享
消费的良好社会氛围。

目前，经初步动员，全省商务系统
已经谋划促消费活动164场，其中省级
组织 12场。如将组织开展“互联网+
抗灾情 战疫情 促销售 助消费”活
动，帮助受灾地区解决农产品滞销问
题；举办第二届河南省流通领域品牌
故事大赛，讲述品牌故事、提升品牌价
值、增加商品附加值；组织第二届郑州
食品博览会暨“品味中原”美食节，依
托我省优势产业，加强产销衔接和技
术创新，带动餐饮消费提质扩容。

郑州市将对在郑购买新车并完成
注册登记上牌手续的消费者给予差异
化补贴；“双节”期间重点针对百货、餐
饮、家居、家电、成品油等行业发放消
费券，助力商家恢复经营；联合美团开
展活动，投入 5500 万元发放“外卖复
苏消费券”等。洛阳市除了发放汽车
消费补贴，还将组织洛阳都市圈金秋
汽车博览会；面向所有在洛人员发放
新一轮商贸消费券，推动日常消费升

级、家装家电换新；推出 3A 级以上景
区免门票活动等。

马健表示，此次活动得到省财政厅
大力支持，多方筹措资金确保促销成
效。省财政对各地促进汽车消费的财
政资金按50%比例分担；对于各地实际
核销消费补贴财政资金，给予20%的奖
补；根据各地拟筹措的财政资金预拨
50%以上的省级奖补资金等，确保各
地、各行业积极参与，释放潜力。

马建表示，当前，我省正处于灾后
重建和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关键时期，
《通知》的印发和系列促消费举措的实
施，将助推各地抢抓“金九银十”传统
消费旺季，激活消费潜力。全省商务
系统将继续以扩大内需为统领，坚持
以民生需求为导向，狠抓城市商圈建
设、线上消费培育、大宗商品销售、优
质商品供给、消费活动组织等五大任
务，确保各项促销举措落实落细，产生
实效，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
促进消费市场加快回暖、保持经济平
稳增长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省印发《关于切实做好灾后促消费工作的通知》

突出重点加大补贴 多措并举促消费回升向好

划重点：发放单张面额不低于 20元的餐饮消
费券

鼓励和支持各地开展“中秋”“国庆”“双十一”
“双十二”购物节活动。大力发展“夜经济”，促进
夜间餐饮、文化娱乐、休闲购物、体育健身等消费，
鼓励相关服务业夜间延时服务，有序开展夜间特
定街区外摆试点。发放餐饮消费券（单张面额不
低于 20元），对餐饮消费者进行补贴，补贴办法由
各地结合实际具体确定。

划重点：报废汽车更新有补贴
对因水灾报废的车辆，在 2021年 12月 31日

前取得《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和《机动车注销证
明书》，同时在省内购置新车并取得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在原车注销地完成注册登记上牌手续的，
按照原报废车辆行驶年限给予消费者差异化补
贴。实施办法和补贴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具体确
定。各地要积极带动商家放利，形成促销合力。

划重点：购买新车有补助
对 2021年 9月 1日至 12月 31日在我省购买

新乘用车，取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完成注册登
记上牌手续的，按照购车发票价格向消费者发放
差异化补贴。同时鼓励各地加大对购买新能源汽
车的补贴力度。

划重点：加油有优惠活动
支持各地联合成品油行业龙头企业开展促销

活动。持续开展成品油流通市场专项整治，重点
打击无证无照经营、销售不入账、税款申报不实等
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划重点：发放单张面额不低于 100元的家电
家居消费券

支持各地结合实际开展家电家居产品下乡、
以旧换新活动，发放家电家居领域消费券（单张面
额不低于100元），推动电视机、电脑、冰箱、空调、
洗衣机等电器和家具、家装领域大宗消费。相关
政策措施向受灾地区倾斜。

划重点：发放文旅专项消费券
鼓励全省各类景区、文旅企业开展形式多样

的促销活动，打造常态化文旅惠民品牌。对景区、
星级酒店、旅行社、民宿等旅游经营单位和影剧
院、文创店、特色文化街区等文化娱乐场所发放专
项消费券。

划重点：政府给补贴鼓励景区、文旅企业减免
门票

省与市县财政统筹安排资金支持A级旅游景
区、重点文旅企业于2021年 10月 10日至12月 31
日根据实际情况开展门票减免活动，对 A级旅游
景区、重点文旅企业给予实际连续开展1个月免费
活动所免收门票金额50%的补贴。省财政统筹安
排资金对 A级旅游景区、重点文旅企业因复工复
产发生的银行贷款利息给予一定比例贴息。

1.支持汽车报废更新

2.鼓励汽车消费

3.扩大成品油消费

4.推动家电家居消费升级

5.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6.支持文旅企业复工复产

7.提振零售餐饮消费

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消

费促进工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

扩大消费的政策文件，组织了系列促消

费专项行动。省商务厅全面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指示精神，紧紧围绕扩大消费

战略基点，坚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统筹

推进内贸流通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城市

消费层级、深入挖掘乡村消费潜力、积极

培育新型消费热点，切实将扩大消费与

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推动消费

市场持续恢复。

7月下旬以来，受水灾和疫情双重

影响，全省消费市场遭到严重冲击。为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灾后重建和

保民生、促消费、稳增长的决策部署，省

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切实做好灾

后促消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决定利用 9—12 月四个月的时

间，多方筹措财政资金支持灾后促消

费，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

力，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

作用，为全省经济平稳增长添动力。

此次我省出台的系列促消费措施

有何侧重点？如何保障落实？下一步

有哪些具体促消费的活动？省商务厅

厅长马健接受访问并做了解答。

今年上半年，我省消费市场总体呈现持续增长、
稳定向好态势。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为11813.1亿元、增长17.1%，与全国平均水平
的差距逐步缩小，比 2019年同期增长 3.9%。尤其是
新消费业态发力，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20.7%，
高于全国2个百分点。

繁荣有序的消费市场建立在流通主体和城市商业体
系高质量发展基础上。今年以来，省商务厅积极培育壮
大流通主体，确定了郑州等4市1县为首批品牌连锁便利
店发展重点推进城市；评审认定开封汴绣、信阳鸡公山等
61个品牌为第七批河南老字号，并举办首届中华老字号
数字创新发展高峰论坛，签约项目33个，总投资超262亿
元。在加强城市商圈建设方面，确定洛阳市老城区历史
文化街区等7条步行街为第一批省级步行（商业）街改造
提升试点；认定郑州正弘城等16家大型商业综合体为第
五批河南省品牌消费集聚区，累计认定94家。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有效激发乡村消费潜力
成为提振消费的重要途径。省商务厅将电商进农村作为
抓手，完成10个国家级综合示范县评审上报，拨付到县
支持资金1亿元。同时加大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推动
我省被确定为中央财政支持的10个省份之一，已拨付资
金1.4亿元。目前全省农村电商综合示范覆盖面不断扩
大，已认定99个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打造185个淘宝
村、119个淘宝镇，累计开展线上线下电商培训超11.4万
人次。在此基础上，上半年开展线上线下各类农产品产
销对接活动1170多场次，累计销售约23亿元。

聚焦大宗、新型消费等重点领域组织丰富多彩的
促消费活动。开展“2021年河南消费促进月”活动、

“巨惠夏季·火热中原”促消费专项行动、“寻味黄河·品
飨中原”河南美食季系列活动。组团参加首届全国消
费品博览会，成交近8000万元。举办中国（郑州）国际
汽车后市场博览会，现场成交 5.8 亿元，意向订单额
27.6亿元。围绕家用电器这一重点领域，联合国美和永
乐组织促销活动，发放补贴550万元，带动销售6160万
元。积极发展直播经济、网红经济，举办“2021服装品
牌直播大会”，当晚实现销售额7300万元。举办“网上
年货节”，实现销售额30.43亿元。第五届全球跨境电子
商务大会达成合作项目50个，总金额186亿元。

马健表示，在多项措施的合力推动下，上半年全
省市场销售状况持续改善，尤其是住宿餐饮业及旅游
消费快速恢复，消费升级类商品零售增长也较快，全
省消费市场保持持续回升。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切实做好灾后促消费工作的通知》，我
省此次促消费活动将聚焦哪些重点领
域实施？马健介绍，活动在支持方向
上主要突出三个重点。

——突出重点地区，省辖市尤其
郑州市、洛阳市应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本次活动以省辖市为重点，各市
将结合本地资源禀赋、消费特点、民俗
习惯、特色节庆以及本次受灾情况等
统筹制定工作方案、发放消费补贴、搭
建活动平台。尤其是郑州市、洛阳
市。郑州市正在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争创国际消费中心试点城市，消费
规模占全省的近四分之一，是我省重
要的消费高地和优质消费资源集散
地，同时又是受本次汛情和疫情影响
最大的地区，居民消费意愿强烈。洛
阳市既是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原
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又是底蕴深厚的
千年古都、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旅游资
源丰富，正在加快成为我省新的消费
增长极。两地应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带动全省消费市场快速回暖。

——突出重点人群，加大对受灾
地区群众支持力度。

本次内涝灾害对我省部分地区造
成了巨大财产损失，家用电器、家居用
品、私家车辆等家庭耐用消费品大量
损坏，严重影响了灾区及蓄滞洪区群
众的正常生产生活。《通知》明确要求
相关市、县在制定政策措施时要向灾
区倾斜，加大对受灾地区和群众支持

力度，并提出了具体支持方向，如加大
泡水车报废更新补贴支持力度、开展
家电家具以旧换新等，助力灾区人民
重建家园。

——突出重点领域，聚焦汽车、文
旅等七大方向。

《通知》重点聚焦销售占比大、群
众关注度高、带动作用强的汽车、成品
油、家电家居、餐饮、文旅等领域，明确
了七大支持方向。如在支持汽车报废
更新、新汽车消费方面，将向消费者发
放差异化补贴；为鼓励群众出行，支持

各地联合成品油行业龙头企业开展促
销活动，以扩大成品油消费；家电家居
要围绕消费升级开展产品下乡、以旧
换新活动，财政资金将发放消费券；

“双节”来临之际，要进一步释放文旅
消费潜力，对景区、星级酒店、旅行社、
民宿等旅游经营单位和影剧院、文创
店、特色文化街区等文化娱乐场所发
放专项消费券，对A级旅游景区、重点
文旅企业给予一定比例补贴。同时支
持发放餐饮消费券，带动餐饮零售业
开展促消费活动。

上半年消费市场稳中增长

8月 11日，省商务厅主要负责同志深入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永辉超市、世
纪联华超市进行生活必需品市场调研

七大重点消费领域促销举措 聚焦三个重点七大方向提振消费

筑牢保障加强组织确保实效

6月 26日，省商务厅牵头举办中国服装品牌直播日暨
“助力河南服装产业—2021服装品牌直播大会”

第十九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吸引16125家采购商洽
谈合作

□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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