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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消费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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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十四五﹄规划发布

10 月 27 日，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发展改革
委三部门联合发布《
“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
划》。
《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遵循中央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
字中国的战略部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总体要求，为“十四
五”时期电子商务发展作出全面安排，对指导我国电子商务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规划》全面总结了“十三五”时期电子商务发展取得的显
著成果，分析了“十四五”时期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明确了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提
出了电子商务发展的七大主要任务、23 个专项行动和六条保障
措施。
《规划》提出“坚持守正创新、规范发展”等发展原则，形成
明确的政策导向，确立了“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首次建立电子商务发展主要指标体系，确定三个规模
发展指标和三个分领域发展指标。
（何晓曦）

全国﹃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启动

为推动商品交易市场创新发展，1 月 19 日，
商务部发布《关于加强重点联系商品交易市场
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确定 127 家商品交易市
场为商务部重点联系市场，组织开展优化升级
专项行动。5 月 13 日，商务部等 7 部门印发《商品市场优化升
级专项行动计划（2021-2025）》，拟培育一批商品经营特色突
出、产业链供应链服务功能强大、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商品市
场示范基地。9 月 29 日，7 部门确定了商品市场优化升级专项
行动 20 个试点地区。据悉，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单位
将商品市场打造成为商品流通的重要平台、扩大内需的重要载
体、优化供给的重要引擎，加快形成更加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百姓事无小事。2021 年，商务部在推动便民生活圈高质量
发展方面动作频出。2 月 3 日，商务部面向城市社区居民就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社区商业）服务开展问卷调查；3 月 9 日，商务
部就《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
求意见；5 月 28 日，商务部等 12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7 月 20 日，商务部等 11 部门印
发《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南》，
《建设指南》发布后，各
地积极贯彻落实，10 月 8 日，商务部等部门确定了全国首批城
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 30 个。一年来，在商务部等相关
部门的推动下，社区商业便利化、标准化、数字化、品质化水平
全面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增强。
（王旭光）

政策支撑服务业跨越寒冬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持续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新征程
上的重要任务。今年，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
部署，推动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多部委打出了政策举措
“组合拳”
。
财政部、商务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5 月发布通知表示，今年
继续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通知提到，中央财政继续
支持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中央财政资金重点支持的
方向包括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县乡村三级物
流配送体系、推动农村商贸流通企业转型升级、培育农村电商
创业带头人。
6 月，商务部等 17 部门出台《关于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针对县域商业发展依然滞后、商品和服
务供给不足的问题，提出在“十四五”时期实施“县域商业建设
行动”，建立完善县域统筹、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重点、以村
为基础的农村商业体系。具体措施包括健全农村流通网络、加
强市场主体培育、丰富农村消费市场、增强农产品上行能力、完
善农产品市场网络等。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
的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形成开放惠民、集约共享、安全
高效、双向畅通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
服务，农产品运得出、消费品进得去，农村寄递物流供给能力和
服务质量显著提高，
便民惠民寄递服务基本覆盖。
9 月，商务部办公厅、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农商互联助力乡村振兴
的通知》，提出了强化监测分析和信息引导、加强农产品流通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产品收储加工能力、畅通农产品物流运
输通道、健全农产品流通企业产销衔接机制、防范化解脱贫地
区农产品滞销风险等多项举措，旨在进一步做好“十四五”时
期农商互联和农产品产销对接工作，促进农民收入和农村消
费双提升。
（阎 密）

传统消费提质升级

商务领域环保双碳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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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是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近年
来，商务部不断推动低碳环保产业发展，助力“双碳”目
标实现。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在国家积极倡导“厉行节
约 反对浪费”的背景下，商务部组织制定《宴席节约服务规范》，促进
餐饮行业绿色发展。2 月 26 日，商务部发布修订后的《再生资源绿色
分拣中心建设管理规范》，进一步严格建设和加工过程中的安全、环
保、质量管理规范。同时，为促进展览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商务
部组织制定了《环保展台设计制作指南》。
2 月 8 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做好 2021 年绿色商场创建工作的通
知》，共确定 144 家 2020 年绿色商场创建单位，并对 2021 年绿色商场
创建工作提出有关要求。同时，为进一步指导各地加强绿色商场创建
工作，5 月 25 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印发<绿色商场创建评价指标（试
行）>的通知》。为规范使用塑料制品，6 月 28 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做
好第二期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报告工作的通知》。
绿色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电子商务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内容。1 月 7 日，商务部发布《关于推动电子商务企业绿
色发展工作的通知》。12 月 6 日，商务部等 3 部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
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试点的通知》，拟在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开展试点工作，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可循环快
递包装规模化应用模式。
（王旭光）

十大事件

助力乡村振兴，政策稳举措实

生活”。
这是商务部自 2012 年起连续第 10 年组织“消费促进月”活动。今
年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共开展特色活动 7300 余场，其中省级重点活动
3100 多场，参与企业 20 余万家。根据商务部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机
构数据监测，2021 年全国消费促进月活动期间，累计实现商品和服务
交易额 4.82 万亿元，
比去年 5 月增长 22.8%。
期间，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中华美食荟、老字号嘉年华、双品
网购节等丰富多彩的全国性活动陆续开展，带动品质消费持续提升，
服务消费快速回暖，新型消费蓬勃发展，农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为促
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刘旭颖）

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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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消费促进月成果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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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 日-31 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组织开
展了 2021 年全国“消费促进月”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
“加快促进消费回升和潜力释放，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
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活动口号为“乐享消费、美好

网上年货节与双品网购节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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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消费者在疫情期间安全购买年货，让各地群
众都能过个好年，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在 1 月 20 日至 2
月 18 日期间举办“2021 年全国网上年货节”。此次活动
以“居家嗨购 网上过年”为主题，通过直播、
“上云”等方
式，在网上打造年味十足的“买年货”
“赶大集”
“云餐厅”
“云拜年”等特
色活动；联动中华老字号等优质餐饮企业，提供年夜饭、寿喜宴等餐饮
配送到家服务；推出“春节不打烊”
“ 春节也送货”等配套服务，让大家
在家里红红火火网上过大年。
在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的同时，商务部还指导相关企业确保米、
面、油、肉、蛋、菜、奶、方便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口罩、消毒液、一
次性手套等防疫物资供应充足；聚焦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推出
更多定制化、智能化、绿色化、高品质商品。
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1 全国网上年货节”期间，全国网络零售额
达 9057.6 亿元。在线餐饮销售额比去年春节同期增长 48.5%；电影
在线销售额超 90 亿元，比去年和 2019 年春节同期分别增长 412.7%
和 20.9%；年夜饭系列商品销售额比去年春节同期增长 78.8%。
4 月 28 日-5 月 12 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举办了“第三届全国
双品网购节”。作为全国“消费促进月”的重头戏之一，今年“双品网
购节”以“品牌品质，惠享生活”为主题，不仅推出了一批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的时尚新品，上线一批国货精品和网络名品，推出一批“丝
路电商”伙伴国知名商品，而且还推出了餐饮、旅游、文化、体育等优
质在线服务，通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以及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
等新业态新模式满足广大消费者的新需求，提升大众的生活品质。
“第三届全国双品网购节”的成果同样丰硕：15 天时间里，带动全
国网络零售额 6928 亿元，同比增 26.7%；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 5620 亿
元，同比增 25.9%；国产品牌网络零售额占比达 73.8%，老字号品牌销
售额同比增长 33.5%；18.8 万个品牌推出新品，同比增长 46.8%；在线
餐饮销售额同比增 51.1%，在线旅游销售额同比增 3.3 倍；
“丝路电商伙
伴国”
商品网络零售额日均值比 3 月增 20.9%。
（刘旭颖）

抗疫保供，商务战线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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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伊始，商务部就印发了针对商场超市、农贸
(集贸)市场、餐饮服务单位、展览活动等 4 个领域的防控
指南。2 月 2 日，发布了住宿、家政、洗染、美容美发、人
像摄影、沐浴、家电维修、拍卖等 8 个行业的疫情防控指
南，
一年中因应疫情发展新形势要求，
不断修订。
2021 年春节，多地倡导“就地过年”，为充分做好“就地过年”群众
生活服务保障工作，商务部组织指导各地充分研判“就地过年”
人口规
模变化、市场供需结构变化，因时因势、因地制宜采取得力措施，确保
春节期间市场供应量足价稳。
7 月初，
商务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汛期市场保供工作的通知》，
部署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做好汛期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工作。8 月
13 日，
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通过电视电话会议，
对防汛防疫生
活必需品保供工作进行再动员和部署。
8 月，为进一步加大对线下零售、住宿餐饮、外资外贸等受疫情持
续影响企业的支持，做好跨周期调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商
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税务总局、银保监会、外汇局联合印发
《关于支持线下零售、住宿餐饮、外资外贸等市场主体纾困发展有关工
作的通知》。
（何晓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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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型消费”是“十四
五”纲要中提到的商务发展任
务之一。支持新型消费发展，
对保障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全
面促进消费、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和构建新发
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以新业态新模
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部署要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研究制
定了《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
1 月，商务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数
字商务建设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通知》，
其中提到培育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具体做法
包括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健全行业标准、推动
行业自律等方式引导各类新模式新业态公平
竞争、规范发展，构建良好消费生态；鼓励电
商平台积极发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
培
育“小而美”网络品牌，更好满足多元化消费
需求；
各地要结合本地产业特色，
着力提升电
商示范基地、电商园区载体功能，
培育壮大地
方特色电商主体，
带动特色产业创新升级，
优
化消费环境、完善消费保障，
以新供给引领和
创造新需求，
以新消费促进新发展。
作为一种新兴商业模式和互联网业态，
直播带货近年来发展迅猛，但同时也出现了
一些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4 月，国家网
信办等 7 部门联合发布了《网络直播营销管
理办法（试行）》，进一步加强网络直播营销
监管。管理办法明确要求，直播间运营者、
营销人员不得发布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信
息，欺骗、误导用户；不得删除、屏蔽不利评
价欺骗、诱导用户；不得营销假冒伪劣、侵犯
知识产权或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
的商品；直播营销平台不得为虚假或诱导宣
传提供便利。
（阎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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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
容，助力乡村振兴，2021 年商
务部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家政
兴 农 行 动 计 划（2021- 2025
年）》
《深化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
者”行动三年实施方案（2021-2023 年）》，提
出了具体的工作举措。
《家政兴农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提出，到 2025 年，家政扶贫成果进一步巩
固，家政服务对带动就业、保障民生的作用
明显增强，家政服务品牌化、信息化、专业
化、规范化水平有效提升，优质家政服务有
效供给显著增加，人民群众对家政服务满意
度稳步提高。
《实 施 方 案》则 要 求 ，到 2023 年 ，每 个
“领跑者”城市培育 3 家以上品牌化员工制
家 政 企 业（员 工 制 家 政 服 务 员 占 比 超 过
50%），社区家政网点服务能力覆盖率达到
90%以上，10%的家政从业人员接受过家政
相关学历教育。
此外，为深入推进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
试点（商贸流通专项），12 月 10 日，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国家级服务业标准
化试点（商贸流通专项）工作指南》，对试点工
作的管理、试点建设流程、标准体系构建等内
容进行了规范，
旨在指导各地商务主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和试点单位更好开展试点工
作，
增强试点建设的可操作性。 （曲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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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由
商务部会同中央宣传部、中央
网信办、国家发改委等 19 个部
门共同举办，今年是连续开展
的第 17 个年头。
今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的主题是
“讲好诚信故事，弘扬诚信文化”。宣传月期
间，
各地各部门围绕活动主题，
开展小微企业
信用融资研讨活动、
“诚信经营激发文旅市场
活力”
“着力构建安全、诚信的进出口营商环
境”等主题宣传活动，共同传播正能量，营造
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
取得积极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宣传月期间，地方
还广泛征集了“诚信兴商典型案例”。经信
用核查、专家初评、网络投票、专家现场评
议，并多次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意见后，商
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了 2021 年“诚信兴
商十大案例”。
作为宣传月的重点活动之一，10 月 15
日，2021 年全国“诚信兴商宣传月”主题展开
幕式暨北京主题日活动在京举办。本次展览
为期 5 天，通过大量文字和图片，生动记录了
宣传月期间各地各部门开展的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主题活动。
（曲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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