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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服券 〔

河北省現代服劣立友展領早小狙
美子印友 《河北省新吋代服劣立高虜量友展的
実施意見 》的通知
各市 (合 定州、辛集市)人 民政府,雄 安新区管委会,省 各有美部11:
変省政府同意,現 格 《河北省新時代服芥上高反量友晨的実
施意几》

̀F友

給体イ
11,清 劣合本地区本部 実豚机好落実。
￨￢

河北 省

Ь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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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新吋代服劣上高盾量友展的
実施意几
力深入貫御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中共 中央 国弁院美子推功高
辰量友展 的意几》 ,加 快落実 国家 《美子新時代服券立高反量友
晨 的指早意几》 ,現 提出我省服券立高漬量友晨実施意几 。
一 、患体要求
(一 )指 子 思想

堅持以コ近平新時代 中国特 色社 会主え思想力指早 ,深 入貫
御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 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 ,仝 面落実コ
近平恙ギ泥対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汰 真落実省委九届
九次 、十次仝会精神 ,牢 固村 立新友晨理念 ,接 照高辰量友展要
求 ,以 深化服 弁立供分叡1第 胸性改革力主銭,改 造升坂侍坑服券
立 ,か 快友晨現代服 券立 ,大 力培育服券立新声上、新上恣 、新
模式 ,着 力提 高服券妓 率和服券 品庚 ,持 紋推邊服券立頷域改革
升放 ,杓 定化反高妓 、立恣先邊 、布局仇化 、党争力張的現代服
券立声立体系。
1
(二 )友 晨原 興

̲一 堅持 把提 高供 分反量作 力実現服芥上高反量友晨的首
′
む的友展思想 ,深 化服弁立供分側
要任券 。牢通 村、
平メ 人 民力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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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掏性茨革 ,高 反量満足生声生活需要 。
一― 堅持把培 育新共立恣作力 実現服券立 高反量友展的主
攻方 向。貫物落実を1新 駆功友展哉略 ,茨 造借坑服券立恣 ,培 育
友晨新共服弁立恣。
一― 堅持 把打造服券 品牌作力実現服 券 立 高反量友展的重
要支禅 。31早 服芥立企立村立 品牌意ス ,培 育一批具有 国隊尭争
力的知名服券 品牌 。
一一 堅持把集 果服券要未作 力実現服券立 高反量友展的重
要途径 。秋板引早現代服券立 資源 向中′
む城市果集 ,建 浚 一批服
む商弁 区。
芥立果集 区、 中′
一― 堅 持把推邊 茨革升放作力実現服券立高反 量友展的不
il功 力 。更好友拝政府規表1和 政策引早作用 ,友
」
拝市場配畳資源

的決定性作用 ,打 造 国昧一流菅商不境 。
(二 )友 晨 日林

妻12020年 ,全 省服券立増カロ
値レ
ヒ重迷Fl1 51%左 右 ,就 立叱
重込rl1 36%左 右 ,高 技木服券立菅立 ll■ 入 占規模 以上服券立 し
ヒ重
込至140%以 上 ,完 成我省服弁立友展 十 二五"規 え1目 林;到 2025
年 ,服 弁立増加値 レ
ヒ重込到 53%以 上 ,就 立 比重送至138%以 上

,

高技木服券立菅立 吹入 占規模 以上服券立 ♭
ヒ重送至145%左 右。
二 、友展重点
1.現 代物流。培育友晨期貨交割、跨 境交易、物流信 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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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港 口物流結型升象,建
供庄4it一 体化管理等新米物流服券 。カロ
没世界 一流家合貿易大港 。支持石家庄 、唐 山争列 国家物流枢俎
城市 ,推 避物流困区布局伐化 、功能提升わ管理念1新 ,大 力弓1邊
世界物流百張和全国物流 50張 。拓晨 国昧物流航銭,升 行更多国
隊貨近班pll。 至12020年 ,物 流立増加値実現 2500化 元 ,物 流恙
費用均仝省生声恙値え 比控tll在 16%以 下;至 12025年 ,分 男1迭 至1

3000化 元和 15%以 下 。 (右 友晨 及羊委 、右南分斤、右交通込輸
斤、右国介委、右郎政 管理局 )
2.金 融服 芥 。推邊金 融声 品和服弁全1新 ,大 力友晨普恵金融 ,

促逃互躾 国金融規疱健康友晨 ,支 持 中国 (河 北 )自 貿拭詮 区増
張金融服券功能 。培育壮大金融主体 ,高 反量実施 弓1金 入 糞",
推功雄安新 区建咸金融を1新 先行 区、
支持地方金融机胸倣大倣 張 。
石家庄建咸真 中南 区域金 融繰合服券基地 。要12020年 ,全 省金融
値 2400化 元;到 2025年 ,迭 到 3000化 元 。 (右 地方
服弁立増カロ
′
金融上管局 、河北江上局、汀北4藤 保上局 、人 民薇行妬 家嵐ヤ む
史行 )
3.旅 涛休 円。推功景 区没施茨造升坂わ没各更新換代 ,打 造

一批代表河北 品牌形象 的商 品盾旅落景 区。な1建 全国仝域旅落示
疱省 ,打 造 一批 田国鰊合体 ,建 没仝省宕慧旅落服券示疱景 区。
,総 港渫刻建没 。持紋俎
拓晨旅済 包机和寺夕1,推 逃秦皇島国昧 由
須好省市旅済 声立友展大会 。Fl1 2020年 ,仝 省旅落恙牧入突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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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化元;至 12025年 ,送 至12万 化元左右。 (右 丈化fr派 涛斤、右
水 上水村斤、右え通近輸斤、右体 育乃 )
4.健 康未老。加快北戴 河生命健康声立念1新 示疱区建浚,支 持

承従建没京津糞康界声立示疱区、衡水建没京南医庁康界基地 。
秋板推邊石家庄 、部郭、邪 合、保定等国家 象 医界錯合拭点地区
念1新 管理机tllわ 服券模式 ,姐 建大型康界企立 。rl1 2020年 ,仝 省

90%以 上 的赤老机胸能修 以不 同形式力入住老年人提供医庁工 生
服券;到 2025年 ,培 育形成

5‑10家 有影噛力的大型医界康界机

掏 。 (右 工生健康委、右 民政斤、右友晨 皮羊委、右工上わ信 ̀き
化斤 、右 医保局 )
5.工 上没十。弓1邊 一批具有世界頷先水 平的研友没十机胸 ,

俎建新型科研机掏 。実施 工立互咲 国念1新 友晨 工程 ,孤 好河北・京
南 国家科 技成果紫移 著化示疱区作力全 国首批示疱区的建没 エ
作 。孤好省市工立没汁念1新 中′
さ和企立工立 没汁 中′
む建没 ,培 育
壮大 工立没十飯 写企立。到 2020年 ,省 坂以上各炎研友平台IIX至 1

1900家 左右 ,科 技服弁立増カロ
値力争迷到 550化 元 ;到 2025年

,

分別iIX至 13000家 左右、800化 元 。 (右 科技斤、右工止わ信 化
̀き
斤)
6.育 貿流通。改造提升侍坑商立形恣和歩行街 ,推 功侍坑流
ill企 立 茨建力商立 宗合体 、消費体詮 中′
い。31 ilt国

内著名逹鎖姪

菅 品牌わ服券林准 ,支 持石家庄、張家 口、秦皇島探 索升晨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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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t鎖 便rll店 友晨拭点。鼓励支持 屯商企立完善水村配送困箸

,培

育友晨一批 夜経済"街 区和消費項 目,Cll建 餐欽 立 糞字号"品 牌 。
至12020年 ,仝 省仝社会消費 品零告恙額 突破 1.8万 化元;到 2025
年 ,込 第13万 仏元 左右 。 (右 育弁斤、右 え化わ氷涛斤 )
7.え 化砲
1意 。か張数字文化没施建没,念 1新 培育♯物反文化

遺声和侍坑工乞美木声 品。友掘化秀燕 ●文化 ,提 升文化声 品を1
+1水 平 ,か 快友展新米文化 立恣 。推逃K城 、大込河国家文化公
/‐

園拭点建没 ,渫 畑実施一批大近河文化保伊侍承オ1用 売点工程 。
打造 大 型文化企立集困,亦 好臭析 国杯染技乞末市和 中国石家庄
国棒劫漫博光交易会。rl1 2020年 ,文 化声立実現増加値 2000化
元 2025年 ,迭 到 3000名 元左右 。 (右 委 宣待部 、右丈化わ水
;到

洋斤 ,婚 家Fi̲市 人 民政府 )
8.信 ̀き 服 芥 。実施人数据枝木研 友和泣用示 疱工程 ,有 京津

エ
共建京津糞 国家人数据鰊 合拭唸 区。実施 工立技末軟件化
程 ,鼓 励友晨高端 工立軟件 、工立人数 据 。実施信 患技末服券能
I19邊

力玩升工程 ,大 力推声普及新型信 息技未声 品 前沿信息消費声
〜
工
板推功以 5G商 用
程
,釈
品。実施信息技木服券駆劫信 息消費
国箸 力技木支禅的新米信 息服券消費 。al1 2020年 ,信 息服券立増
工止わ信
加値突破 1000名 元;至 12025年 ,送 到 2000化 元 。 (右
̀き

化斤、右南券斤 、右通信管理局、右声播 屯机局 )
9.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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ヒ不保服 券。扶持壮人 一批寺立化市能公司,培 育友晨
台

不保服券察合退菅商 。推片升晨 一堵式"合 同能源管理、不境汚
染第二方治理和托管治理 ,釈 板友展破資声管理、破各洵和水枚、
破排放枚、新能源現貨交易等服券 。か快石家庄、秦皇島、唐 山
等地市能不保声立 園和高碑店国除市能 11省 城建没 ,打 造国家坂
不保科技研友基地 。至12020年 ,規 模 以上市能不保服 券企立込 到

80家 ;到 2025年 ,力 争iIX至 1100家 以上。 (右 友晨 茂革委 、右生
恣琢境斤、右 自然介源斤、右工上わ信 ,a化 斤 )
10.育 弁月
■芥 。か快推邊事立単位 茨革 ,俎 建市場化服券机ね 。

大力友晨恙部̲2.済 、楼字径済 ,渫 刻建没 中国雄安人力資源服券
声立困",支 持石家庄 申恨 国家象人力 資源服券声上 国,挙 亦多紳
形式的高反量商券会展活功。至12020年 ,租 賃わ商弁服弁立増加
値込至1800化 元;至 12025年 ,突 破 1200化 元。 (右 育弁斤 、右 司
法斤、右財政斤 、右 常 it斤 、右人 力介源わ社会保 障斤、右友晨
茂革委 、右市場上督管理局 ,各 市人 民政府 ,雄 姜新 区管委会 )

H.体 育健 身。カロ
快茨造提升体育退功没施服芥功能,升 晨各
紳大炎健身服券 。仝力亦好 2022年 北京冬奥会 ,支 持米赤多稗形
式的体育倶/fN部 和健身狙象。与京津咲合 申根承亦高水平 国隊体
育募事わ 活動 。倣張尋拉松、 自行キ 、大板拳等体育党界表演活
功 品牌 。改造提升粛宇淮具 、平多 自行率、定 州体育近劫装各、
張家 口氷雪近劫装各等健身体湘tll造 声立集群。至12020年 ,仝 省
体育声立 恙規模超ミ 1500化 元;至 12025年 ,力 争突破 2000乞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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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体 育局 、右 え化わ氷 涛斤、右工上わ信 ,む 化斤 )
12.社 区服 券 。合理規裁
1布 局社 区服券没施 ,提 高配建林准

,

完善服券功 能。推辻各紳生活性服券跨界融合 ,31逃 品牌宗合服
芥商 ,提 供界老 々家攻 、医庁、冬端配送等一体化服券。支持 中
小家攻服券企立を立化 、特色化友展 。建没 国各平台,打 造 隻合
値迭到
型、精 如化的 智能管家"。 Fl1 2020年 ,居 民服弁立増カロ

1200化 元;到 2025年 ,迷 第11800化 元 。 (右 自然介源斤 、右住
房わ城 多建没斤 、右人 力介源ル社会保障斤、右育分斤、右民政
斤、右友晨 茂革委 、右工生使農委 ,各 市人 民政府 ,雄 安新 区管
委会 )
三、重大工程
1用
1.技 木引板 工祥 。推片不

新 一代信息技末 、智能技末 、物

躾 回、大数据 、区埃健等最新 技末手段 ,対 侍坑服券立 改造提升 。
在智 慧物流 、信息服券 、功漫落戒 、数字 出版 、影祝tll作 、近程
快培育
医オ 、近程教育 、医界錯合 、服弁外包等服弁立頷域 ,カ ロ
一批新立恣、新模式 、新声 品。 (右 料技斤、右工止わ信息化斤、
右え化わ水涛斤、右商券斤 、右民政斤、右版枚局、右声椿咆机
局)
ロ
快推ila服 券立々水立融合 ,な 1建 一批水
2.跨 界 融合 工種 。カ
村声立融合友晨示疱園。推功生声性服券立均先逃帝1造 立深度融
合 ,打 造 工立互咲 回平 台,培 育友晨智能工戸 、柔性化定キ1、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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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行生制造 ,張 化仝生命周期管理和 供泣健 管理 ,か 快実現制造
立企立服弁化、服券立企立tll造 化 。推逃服券立 内部相互融合

,

打造鰊合新米服券声 品。 (右 友晨 茂羊委 、右工並わ信 ̀き 化斤、
右工 生健康委、右水上水村斤、右育弁斤、右え化和水 落斤、右
民政斤 、右口介委 )
3.区 戌惨 同工程 。か快推 劫京津 真体同友展和雄 安新 区規表
1

建 没 ,釈 板承接北京 区域性批友市場、物流基地 等ヨ
ト首都功能疏
解和声立結移 ,争 取 国家 坂出版社 、染志社、培り11中 ′
さ到我省建
没文化声立基地;与 京津共同升友文化、旅落等資源 ,在 不京津一
銭地 区布局休 困度侵 、文化健身、商貿流通等服弁没施。 (右 委
宣仕部 、右工上わ信 ′
き化斤、右 育弁斤、右え化わ雄 涛斤、右科
技斤、右地方金融上 管局 )
4.集 衆 友晨ェ程 。依托現有 声上 国区、カ
ロエtll造 基地、化勢

資源密集区和 城市特色功能区,集 果友晨研友没十、商券服券、
物流 配送、文化C(意 、旅落体 内、成果孵化装化、人オ教育培り
￨￨

等服 券立 ,打 造 一批特色服 券立集果 区,建 没 一批服券立特色小
慎和特色声立集群公 共服外平 台。 (右 友晨 茂羊委 、右工止わ信
′
き化斤、右百券斤 、右科技斤、右え化わ水 涛斤、右市場上督昔
理局 ,妬 家庄 市人 民政府 )
5.千

台共 享工程 。按照共享友展的理念 ,着 力友晨 平台姪済

,

完善煤炭 、銅鉄等大宗原材料交易平 台功能,搭 建 一批国隊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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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券平 合、跨境 屯子商券平台、金融服券平台,打 造 一批省坂 以
上孵化器 、余念1空 同、星Cll大 地等科技成果特化服券平 台。 (省
き化斤、右科技斤、右国介
友晨 茂革委 、右育券斤、右工立わ信 ′
委 、右地方金融上 管局 、汀北根保 上局 、汀北江上局 )
6.林 准建役 工程 。推片侍坑服券飯域 国家林准 、行立林准 ,

カロ張新米服券飯域省象地方林准研lll。 釈板升晨服券林准 、服弁
汰江示疱,推 功企立服券林准 自我声明公升和監督tll度 仝面実施 。
(右 市場上督管理局、右え通込輸斤 、右え化わ水涛斤 、右育芥

斤 、右工生健康委 、右教 育斤、右民政斤 、右科 技斤、右工上わ
信′
S化 斤、右地方金融上 骨局 )
7.品 牌培 育工程 。 曰究提高全省服券立知名度 ,倣 噛一批 区

域 品牌 ,大 力提升 商貿名城 旅落姓地知名度 。倣張一批企立 品
〜
一
牌 ,倣 化 批声 品品牌 ,升 展服券林准化提升行功和服券反量林
粁マ1頷 行功 ,邊 逍服弁疲置林汗単位;培 育保榜 中学老字号 、♯物
反文化遺声 ,を 1建 一批影詢力大 、生命力 張的服券 品牌 。 (右 え
化わ氷涛斤、右育分斤 、右市場上督管理局 )
8.尤 共 帝効工饗 。深入実施提升規模 以上服各立企立的 六仝

一批"寺 項行功 ,培 育壮大梱有 自主知沢声叔 、知名 品牌的な1新 型
50
服芥立企立。持鉄俎象徴好 仝省服券立企立 100張 利ell新 弓1頷
張汗逃活動 ,争 取我省更多企立 pll入 中国企立 500張 和 中国服弁
立企立 500張 ,支 持有条件 的企立 向仝球服券立頷写企立友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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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友晨 茂羊委 、右工上わ信 ̀き 化斤 、右料技斤、右市場上督管

理局、右五 有夫部 l],右 企立躾合会 )
9.武 点示疱工程 。接照率先突破 、以点帯面的要 求 ,倣 好現

有 国家各 炎宗合性和寺項服各立改革拭点工作 ,支 持具各条件的
城市争pll国 家文化和旅落消費拭点城市、国家信息消費拭点示疱
俎須牙晨省象現代服 券立 与先邊tl性 立深度 融合拭点工作 。
城市。
(右 友晨 茂羊委 、右丈4Lわ 雄涛斤、右工立わ信 ′
む化斤、右南券

斤、右立 布美部 11)
四、保障措施
1.荻 扱ケ 大服 分消費。仝面 落実現有提 高 ll■ 入和ケ大消費等

保障性政 策 ,墾 象完善促ilt消 費的体制机tll,物 iIE拓 完消費渠道
和方式 。落実帯薪休侵帝1度 ,推 片新共服券消奏方式 ,鼓 励金融
机掏を1新 消費信貸声 品和服 弁 ,推 声今性化、差昇化定tll服 券。
加快推片侍坑服券頷域 国家林准、行立林准 ,研 究tll定 新共服芥
飯域省坂地方林准研制 ,健 全服券上管執法体 系 。 (右 有美部 11)
2.か 張財札わ 介格政 策支持 。秋板争取 国家各美寺項 資金和

基金支持 ,用 好省須各炎服 弁立友展寺項資金。仝面落実国家和
省税 牧化恵、失立保隆金近透 、培り1ネ ト
助 、用水用 屯合格等政策

,

降低服券立企立近 菅成本 。 (右 人 力介源わ7il会 保 障斤、右税 券
局 、省財政斤、右 友晨 茂羊委 ,各 市人 民政府 ,雄 姜新 区管委会 )
3.お 完融 介渠道 。支持服 券立企立井賄重俎、桂牌上市,マ

―

H―

￨

早銀行等金 融机掏調整化化信貸錯掏 ,升 友符合服券立友晨特点
的信貸声 品。支持 面向中小企立的金融服券平台提供金融扶持和
相泣金 融声 品。探索升晨旅落景 区姪菅杖、11票 牧入杖反押以及
旅落企立建没用地使用収祇押 、林杖祇押等貸款立券。 (右 友晨
茂革委、右 え化和氷涛斤 、右林 上草原局 、右地方金融上管局、
河北江上局 、河北薇保上局 、人 民根行万 家庄 ヤむ 史行 )
4.実 行 土地 用房仇息。落実 土地仇恵政策 ,保 障具有 公共服

5G国 箸基靖等建没用地。
重点旅落景 区、
券性反的全倍物流没施 、
鼓励服芥立企立fll用 主城区疲奔戸房 、勝退亦公用房 、多村困畳
校合 、社区困畳服券没施 等 ,升 亦服弁机胸 ,鼓 励わ支持基晨攻
府和企事上単位升放市攻杢同和/Ak共 活動場所 。(右 自然介源斤 、
右住房わ城 夕建投斤 、各市人 民政府 ,雄 姜新 区管委会 )
5.深 入準逹服 弁上茂羊 。清 理市1釣 我省服券立友展 的政府規

章わ政策性文件 ,落 実 国家逃一歩放完 市場准入的有美政策,仝
面放升界老服券市場 ,在 ケ大拭点基砧上仝面建立K期 ナ理保隆
市1度 ,筒 化社 会亦医常批流程 ,支 持社 会力量米赤托育服券机胸 。
推逃京津糞服券立 一体化友晨 ,着 力破解京津糞要素流功 、資反
互大 、市場升放等障碍 。 (右 友晨 皮革委 、右 司法斤、右商芥斤、
右 民政斤、右工生健康委 、右地方金融上管局 ,各 市人 民政府

,

雄姜新 区昔委会 )
快友晨服外貿易 ,仇 化服券貿易
6.辻 一 歩ケ 夫対 夕
断 表 。カ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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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詢 ,支 持企立秋板参加 中国国際服 弁貿易交易会。落実外商投
資准入特男1管 理措施 (負 面清単 )和 鼓励外商投資声立 目果,釈
扱弓1邊 服外立飯域跨 国/Ak司 本 国内知名頷写企立。重点推功雄安
新 区対外升放 合作 ,推 邊 中国 (河 北 )自 由貿易拭詮 区カロ大制度
el新 力度 ,推 功形成更 多可隻tll茨 革拭点姪詮。 (右 友晨 茂単委 、

右 育分斤 、右工上わ信 ̀き 化斤 ,雄 姜新 区管委会 )
7.支 持 菫 大項 目建渋。格更 多服券立項 目列入省重点建没項

目庫 以及仝省拉妹督早和省市頷早包躾 希扶項 目清単 ,支 持軽資
声服弁立平 台炎項 目建 没 c保 障項 目生声要素,俎 象銀企対接活
劫 。完善項 目建没限踪督亦机キ1,碗 保升エ ー批、建没 一批、竣
工投退 一批 。 (右 友晨 茂革委 、右 自然介源斤、右 育分斤 、右丈
化わ水 涛斤 )
8.鼓 励を
1亦 月
【券止企上 。提升芳功密集型飯域双 立人員取立

技能,大 力培育知沢密集型服券立飯域的ell立 潜ヵ ,加 大服 芥立
基晨 寺立技木人員培 り1規 模 。対高校半立生、下 関失立退役写人、
城慎登泥失立人 員、衣村特移就立 芳功者初次念1亦 小微型服弁立
企立 ,接 照規定分 予笏地租金、一次性を1立 、初次を1立 社会保隆、
水 屯費等ネト
貼和含(立 担保 貸款。 (省 人 力介源わ社会保 障斤、右
教 育斤、右退役 早人 事券斤、右財政斤 )
9,茂 喜城 多/Ak共 琢境。坑等規表
1城 多公共服 芥基拙没施建

没

,

合理布局便 民服券浚施。こ 当延長博物倍、美木倍、体育場信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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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叶日,増 カロ更多的/ANtt WiFi熱 点 ,在 石家庄 、雄安新 区、張
家 口等地重点商 圏,高 密度布局建没

5G通 信基堆 ,保 障 屯力供

泣 ,降 低 屯信企立用 屯成本 。支持挙亦各紳形式的戒居1、 発塚、
貼 。 (各 市人
屯影え夜等文化体困活劫 ,対 商立演 出分予道当ネト
民政府 ,雄 姜新 区管委会 )
1。 逃 一 歩張化我省現 代服券立友晨頷 早小俎
10.鬼 善工作 れ帝

及亦/Ak室 双責 ,建 立完善横 向 筑 向工作机制 ,か 張与国家相美
〜
,摘 好服券立重大深題研究
入升晨基晨調研
部委的工作躾系 ,深
,

加張対服券立規畑政策落共 項 目建没邊晨情況的督早栓査 ,邊
〜
一歩強化坑十分析利 監淑1預 警 ,張 化典奇宣借弓1早 作用 ,菅 造 良
・
「
好友晨気 曰。 (右 友晨 茂革委、右 婉 it局 ,右 有 夫部 1)

信息属性 :主 功/Ak升
R券 立友展頷i小 姐亦公室
河北省現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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