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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推动网销年货产品卖全国
“广西 33 消费节（第二季）—2021 广西网上年货节”
取得积极成效
1 月 20 日，由商务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邮政局、中国消费者协会等部门和单位共同指导的“2021 全国网上年货节”
正式启动。按照商务部开展活动的统一部署，广西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组织开
展“广西 33 消费节（第二季）—2021 广西网上年货节”
。活动以“居家嗨购，网上
过年”为主题，以“防疫情、保供应、促消费”为目标，秉承“政府指导、企业为主、
市场化”的原则，鼓励和指导电商及相关企业从市场物资保障、促销优惠、消费
品供给、快递物流支持等多方面保障“春节不打烊”，为群众线上采购提供便利、
疏解采购年货可能导致的人员聚集。广西各地及电商企业自活动开启以来积
极响应，亮点纷呈，截至目前，共带动线上消费达 5 亿元，2021 广西网上年货节
取得阶段性成效。

打造品牌 创新数字消费

生鲜水果、餐饮、酒、茶、进口商品、休
闲食品、防疫商品、数码家电、轻工产
品等 10 个重点年货品类，组织各市、
县举办近 200 场年货主题活动，发动
6869 家企业参与，营造了浓厚的网上
年货节活动氛围。活动联动区市县三
级商场、超市、电商平台企业线上销售
上万种商品。截至 2 月 7 日，全区参与
活动的商超企业达 1521 家，餐饮企业
达 949 家，电商企业达 1425 家，为群
众线上采购提供便利，充分挖掘春节
市场消费潜力。

本次广西网上年货节活动，结合
正 在 开 展 的“ 广 西 33 消 费 节（第 二
季）”系列活动，持续深化打造“33 消
费节”这一全国性知名数字消费品牌
IP，打造广西专属 IP“33 福”，通过 AR
扫“33”
专属福卡、抢消费券，组织上千
家企业、近万家店铺参与，以“福卡”形
式发放“33”消费券，营造浓厚的节日
气氛促进春节期间的数字消费。

汇集平台“十百千万”聚优惠

桂品出乡 广西好货卖全国

商品促销、扫码特惠购、集福卡一
元秒杀、全民红包雨、全场福利券……
点击参与活动的线上平台，这些折扣
优惠令消费者目不暇接。本次广西网
上年货节，聚焦米面粮油生活必需品、

据悉，京东、阿里巴巴等平台举办
“桂果直播带货”
“ 过好年喝桂酒”
“品
桂茶过牛年”等桂品线上促销活动，通
过直播带货、秒杀等活动，让利消费

者，推动广西好货卖出全国。沃柑、茉
莉花茶、蛋黄酥、黑芝麻糊等广西特色
产品成为网上热销“爆品”，销量超 1.5
亿。京东平台“桂酒”促销活动，以“厂
家让利＋政府支持＋平台助力”三重
优惠的促销形式，面向全国消费者开
展丹泉、桂林三花、天龙泉、莫府家等
桂酒品牌云促销。活动开展以来，京
东平台“桂酒”日均交易额同比增长
93.1%，触网销售的“桂酒”品牌和“桂
酒 ”产 品 与 活 动 前 相 比 分 别 增 长
14.3%、114.9%。
爱广西 APP、中国社会扶贫网广
西特色馆通过线上销售年货礼盒、花
生油、大米、腊味、旱藕粉、沃柑、金桔、
海鸭蛋、菌菇干货等广西各地扶贫产
品，采用电商销售、定点采购、
“以购代
捐”
等形式，
线上销售额达 91.2 万元。

务，以线上线下互补、融合发展的模式
销售年货。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区各
电商平台以及大型商超，围绕超级年
货节、春节不打烊等主题，共开展直播
722 场次，充分运用新业态新模式，为
消费者云上消费提供便利。

网订店送 安心年货送到家

大型商场、超市以及电商企业推
广网上下单、在线服务、无接触配送的
网订店送方式，
减少春节前后的人员聚
集。开展云上八桂年夜饭嘉年华，
鼓励
餐饮类企业提供
“网上订餐，
送餐到家”
服务。举办
“过健康安心年”
活动，
聚集
防疫商品，
组织电商平台和药品零售企
业线上销售口罩、消毒液、一次性手套
等居民日常防疫物资，提供安全、放心
的无接触配送服务。南宁市组织开展
直播带货 云上购物出新意
“线上年货大集”专题、
“ 云上赶圩”农
村电商专题、
“ 过健康安心年”专题等
利用直播带货，企业依托京东、淘
各项促销活动，倡导直播带货、社区团
宝、拼多多、视频号等直播平台，开展
购、无接触配送等新业态，推动线上线
“年味美食”
“靓丽新春”等年货主题直
下融合，鼓励商场、超市等传统商贸企
播带货活动。2 月 2 日，钦州开展“市
业触网转型升级发展线上业务，指导
长来了”直播活动，推介钦州年货好产
电商企业参加各大电商平台年货节专
品，邀请副市长张红丹和“巧妇 9 妹” 场促销活动，积极推动特色农产品依
来到直播厅进行钦州产品推介，钦州
托年货节契机拓宽上行渠道，在全市
海鸭蛋、海红米、灵山沃柑热销，销售
范围营造网上年货节氛围，推动南宁
额达 7 万多元。推动线上线下融合，
网销年货产品卖全国，活动累计线上
鼓励商超等传统商贸企业发展线上业
销售额超 4 亿元。
（何夏凡）

新疆扩大区域贸易投资
推动高水平开放
本报讯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组织举
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线上专题培
训班。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何国庆主持会议并做
开班动员讲话，商务厅二级巡视员敖由特、商务厅各
业务处室、各地州市商务局、海关和贸促部门、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商务系统以及相关企业等近 190 位代表
参训。培训采用 1+N 视频会议形式举办，即 1 个主会
场+各地州市及兵团 15 个分会场同步上线学习。培
训得到商务部大力支持，商务部国际司 RCEP 协定谈
判专家线上授课，结合新疆实际深度解读了 RCEP 货
物贸易规则及市场准入、RCEP 服务贸易与投资政策
及 RCEP 给跨境电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解析形象生
动，
深受好评。
何国庆在开班动员中指出，2020 年 11 月，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这是我国对
外开放的里程碑事件，是新时期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抓手，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
撑；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核心区，与 RCEP
成员国经贸合作潜力足、空间大；2019 年，RCEP 成员
国在全区进出口贸易额中占比 6.6%；2020 年，RCEP
成员国在全区进出口贸易额中占比 7.8%，同比增长
1.2%。何国庆要求，全区商务系统要借助培训机会，
学懂弄通 RCEP 相关规则，当好 RCEP“种子”宣讲员，
深入企业普及优惠政策措施，拓展 RCEP 区域市场，
扩大与 RCEP 成员国贸易往来。
本次培训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动落实新时代
党的治疆方略，充分把握协定带来的发展机遇，积极
融入 RCEP，全方位推动新疆形成东西联动对外开放
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下一步，自治区商务厅将举办
2021 年中国新疆-RCEP 成员国经贸合作云推介系列
专场活动，搭建政府沟通、企业合作平台，以 RCEP 为
契机推动高水平开放，努力扩大区域贸易投资，稳定
产业链供应链，
推动形成国际经济竞争合作新优势。

乌鲁木齐经开区
为留乌人员送暖心大礼包
最高奖励 3000 万元

宁波出台新政
支持新兴产业发展
本报讯 宁波市发改委等部
门近日印发《宁波市加快重点领
域新兴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从产业补
链延链强链、企业精准培育、重点
项目支持、特定载体建设等方面
助力新兴产业发展，最高奖励力
度达 3000 万元。
办法明确，互联网企业搭建
示范应用推广平台营业收入累计
达 1000 万元（含）以上，或注册用
户达到 5 万（含）以上的，根据新
媒体设备、线上平台等应用示范
推广的投入给予最高 1000 万元
的补助。对新模式、新业态、新技
术、新产品的优秀典型案例企业，
经认定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奖励。
在推动初创企业精准培育方
面，办法提出，连续两个年度营业
收入累计高于 1000 万元且增速
持续上升、平均增速达到一定水
平的非上市企业，根据企业近 3
年实际到位或净增社会投资总额
的一定比例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
奖励（社会投资指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或政府职能部门备
案的各类投资）。
根据办法，宁波将对创新平
台的搭建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与补
助。无论是市级、省级还是国家
级产业创新中心，对认定成功的
宁波都将给予奖励，其中成功认
定为国家级产业创新中心 （分中
心） 的，给予累计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奖励。为大力推动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办法还推出了
中试基地、中试生产线项目补
助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相关项
目 最 高 将 给 予 1000 万 元 的 补
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少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许多新
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脱
颖而出，一些新型消费、升级消费
异军突起，这是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的重大机遇。”宁波市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宁波将坚持市场
导向，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鼓励引
导企业抢抓新一轮产业科技变革
机遇。
（顾小立）

陕西富平：年货出村“柿”业兴旺
本报讯 腊月接近尾声，在地处关中
2 到 3 天就可以送到天南海北的客户手
平原的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淡村镇盘龙
中。
”
柿饼加工厂负责人王海娟说。
村，家家户户开始置办年货，不时出现的
富平县位于关中平原中部，有“中国
灯笼和春联，
让村里有了淡淡的年味。
柿乡”的美誉。当地出产的柿饼形态晶
虽是冬日农闲时节，57 岁的村民杜
莹，糖霜均匀，口味甜润，是三秦大地上
玉芹却一大早就来到村上的“好柿林门” 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时令美食之一。但
柿子种植专业合作社，在柿饼加工车间 “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将美味的柿饼
里忙碌起来。
“ 往年冬天只能在家里闲
卖出去，
是当地柿农过去最发愁的问题。
着，如今在柿饼厂打工，一天 8 小时能挣
2012 年，常年在外打工的盘龙村村
100 块钱左右，一个冬天能挣下四五千
民林军返乡创业，联合村里 30 余户村民
元，家里一年的日常花费就够了。”杜玉
组建柿子种植专业合作社，并在 2017 年
芹说。
和知名电商企业京东联合打造合作基
和杜玉芹一样，柿饼厂里还有 50 多
地，盘龙村成了被重点扶持的“年货村”
，
名女工，她们都是附近的村民。每年 12
村里的柿饼从此搭上了电商销售的快
月份到 2 月份是柿饼的旺销期，也是女
车。
工们最为忙碌的时候。在车间里，经过
“今年柿饼销售供不应求，我们备货
分选规格、称量包装、贴物流标签等多道
量 累 计 达 到 200 吨 ，产 值 达 到 900 万
工序，一箱箱红润鲜亮、软糯香甜的柿饼
元。随着春节日益临近，网络订单量达
被打包完成。每天下午，这些柿饼都会
到 了 平 时 的 十 倍 左 右 ，一 天 就 能 发 走
1000 多件。”林军笑着说，
“ 我们网上直
被装入快递车辆，飞速“赶往”全国各地
营店的客户北到东北地区，南到海南、广
的消费者家中。
“我们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是从村民
东，富平柿饼越来越受全国各地消费者
手里直接收购的原生态柿饼，经过严格
的青睐了。
”
的筛选分拣，保证每一份柿饼都个大味
盘龙村村民董新平今年 66 岁，种植
甜。通过电商冷链物流快递渠道，一般
柿子已有多年时间。
“以前村里人种柿子

最 怕 没 销 路 ，收 了 柿 子 只 能 到 集 上 散
卖。今年我家做的 1000 多斤柿饼全部
卖给了合作社，收入近 2 万元，我在柿饼
厂打工一个月还有 2000 多元收入。如
今柿饼再也不愁卖了，村里人的干劲也
越来越足。
”
从 2018 年起，富平县出台了做大做
强柿子产业的政策，贫困户种植柿子每
亩补助 400 元，非贫困户每亩补助 300
元，极大地调动了当地群众的积极性。
目前富平县柿子种植面积 36 万亩，年产
鲜柿 25 万吨，加工柿饼 6 万吨，产值 40
亿元，
累计带动 2512 户贫困户实现增收。
作为曾经的贫困村，盘龙村如今也
在积极规划通过特色农产品实现乡村振
兴。在产业政策扶持下，目前全村柿子
种植面积近 4000 亩。
“ 过去由于销售渠
道不畅、信息滞后等原因，柿饼要么卖不
出去，要么卖不上好价钱。如今依托电
商销售网络，富平柿饼正加快走向全国，
农民增收也有了保障。经过三到五年的
培育，相信我们村的柿饼产业前景会越
来越广阔，助力村民致富的幸福‘柿业’
也会越来越红火。”
盘龙村党支部书记缐
小柱说。
（石志勇 张晨俊）

海南自贸港发布第十一批制度创新案例
□ 吴茂辉
海南自贸港第十一批制度创新案例
日前集中发布。财政预算全省一体化管
理等 8 项案例从候选案例中优选胜出并
发布，体现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阶段性
发展成果。
财政预算全省一体化管理。在全国
率先实现预算管理全省一体化，纵向直
达乡镇，横向互联互通财政和有关部门，
实现财政数据大集中管理和融合，创新
预算管理模式，相关经验已向全国复制
推广。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省统一化、标
准化、信息化。打通省直各部门和各市
县纵横向审批壁垒，形成全省统一的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体系，大幅缩减全
流程审批事项和审批时限，并实现审批
流程实时查询。
十六个税（费）种“一次填表、一次申

报、一次缴款”
。实现申报次数和报送材
料减少，极大减轻纳税人负担，每年纳税
人可减少申报次数 188.66 万次，减少比
例达到 71.24%。
国际运输船舶出口退税税库联动先
退后审。洋浦经济开发区通过先退后审
和税库联动模式，一日内将企业购买船
舶缴纳的增值税退还企业，提升“中国洋
浦港”
船舶集聚力度，截至目前，入籍“中
国洋浦港”
船籍港的船舶达到 25 艘。
出口成品油“即检即放”检验监管。
成品油出口即检即放即输(管输或装
船)，有效缩短储罐占用时间三分之一以
上，
大幅降低海关通关作业时间。
涉海旅游“一船一码”互动式、参与
式、体验式治理新模式。三亚市在全域
实施涉海旅游“一船一码”
，游客、船方和
监管部门随时扫、随时查、随时评 ，实现
即时互联互动、共管共治，有效提升涉海
旅游服务品质，为游客打造优质涉海旅

游营商环境。
政府投资重大项目评估审批“三统
一、三同步”
。将同区域、同规划、同类型
的多个重大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
究报告、初步设计及概算进行“统一打
包、统一遴选、统一评审”
，实现多个项目
之间、编评双方之间“同步研究、同步完
善、同步推进”
。
融合式、嵌入式、穿透式经济责任审
计新模式。在全国首创同行业同系统领
导干部经济责任“穿透式”审计新模式，
破解传统经济责任审计孤立、分散、不全
面评价领导干部的难题。截至目前，已
组织对全省 12 名发改系统主任、8 名交
通系统厅局长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发现
问题 269 个，涉及问题金额 20 亿元。该
创新举措已向全国复制推广。
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发布 11 批
111 项制度创新案例，为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带来良好成效。

本报讯 随着年味儿越来越浓，乌鲁木齐经济技术
开发区（头屯河区）为辖区 5 万多户外来务工留乌人员
送上“我在乌鲁木齐过大年”暖心行动的暖心大礼，同
时送上深深的祝福。
2 月 6 日，经开区（头区）工信局、商务局（粮食局）
相关负责人一行带着一份份含有浓浓情谊的暖心大礼
包来到陕汽新疆汽车有限公司、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
司等驻区企业，把装有慰问信以及新疆特色食品、干果
等物品的暖心礼包，送到工人的手中，表达政府的关怀
关爱。
陕汽新疆汽车有限公司员工富申文从甘肃来到新
疆工作已经有 6 年了，对他来说留在乌市过年这是第
一次。接过暖心大礼包，富申文说：
“虽然很想念家人，
但是为了日后更长久的幸福，自己和家人都愿意响应
和支持就地过年的倡议，也感谢政府和企业为他们做
的各种保障。
”
该公司生产总监朱卫军表示：
“企业专门为留乌过
年的职工准备了年夜饭，还给员工发放大礼包，提供免
费的自助餐，
让大家在厂如在家。
”
经开区（头区）商务局（粮食局）内贸科科长贾军利
介绍，给外来务工留乌人员送暖心大礼包是落实乌鲁
木齐市“我在乌鲁木齐过大年”暖心行动的十项活动之
一，经开区将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大礼包发放到位，让
他们安心过年，
过个暖心年。
据了解，1 月 29 日，乌鲁木齐市委、市人民政府推
出“我在乌鲁木齐过大年”十项暖心行动，为在乌人员
特别是外来务工留乌人员春节期间过大年提供便利
化、人性化的暖心服务和城市关爱。在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为了切实让经开区（头区）留乌
过节人员感受到喜庆和温暖，辖区各办局以及企业等
纷纷开展“送暖心大礼包”
、减免房租、免费乘车等各类
暖心活动，确保各族群众在乌鲁木齐度过一个欢乐祥
和、健康安全的节日。
（杜冬玲）

阿拉尔经开区：
为企业安全生产
“问诊把脉”
本报讯 正值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为确保辖区企业
职工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阿拉尔经济技术
开发区聘请第三方安全服务机构专家，在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的前提下，为辖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问诊把脉”
。
专家组认真排查园区各企业安全管理责任制落
实、消防设施器材配备、用电安全等情况，针对发现的
问题“对症下药”，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意见，并结合企
业实际情况，指导各企业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开展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
新的一年、新的起点，不忘初心再先行、牢记使命
作示范，阿拉尔经开区将勇于担当南疆经济发展的“重
要引擎”，永葆“闯”的精神、
“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
着力加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完善应急管理
责任体系，构建安全文化引领体系，不断提升安全发展
水平，为第一师阿拉尔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
障。
（张 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