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蕉省商努席
畢南条建函〔2020〕90号

「京省商各庁美子印笈中央財政2020年服各
地笈展事項資金推劫衣商互朕完善衣芦品

供虚縫項目中破指南的通知

各地銀以上市商各局：

カ深入貢御党的十九大精神，玖真落莫《中共中央国分院夫

子堅持衣地衣村仇先笈展傲好“三衣”工作的若干意見が（中笈

〔2019〕1号）要求及中央名流工作会政和中央衣村工作会攻的

部署，逃一歩落莫「京多村振米戦略，推逆手京東商互朕及衣戸

島供位鑓笈展，提高床戸島流通致率，促逃衣民増収言茜足衣戸

島消費升坂詰求，現組鋲井展2020年度推功泉南互朕完苦衷戸

島供位錐項目庫車扱工作。具体如下：

－、工作思路

以巧遅平新吋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恩、想力摘草，堅持新笈展

理念，落莫高庚量笈展要求，以供給側告相性改革力主戦，按照

多村振米戦略l尊、体要求，通辻政策引寺、市場参与的方式，推劫

衣商互朕，促逃衣戸島流通企並与新型衣地名曹主体遊行全面、

深入、精確対接，重点加醍衣戸島戸后商品化処理等流通段施建

投，不断提両耳単彼此、戸舗一体、放校合作等長期穂足衣戸品



流通模式在衣戸島流通中的比重，実現朕戸島、朕没施、朕梼准、

朕数掘、朕市場，打進上疎生戸、下朕消費，利益緊密朕結、戸

舗密切符接、長期穂足的新型泉南英系，杓建符合新吋代衣戸島

流通需求的衣戸島現代供位縫体系，提升衣戸島供姶庚量和数

率。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同保障生活必需品供

位、促逃仇格穂足、作出突出貢献的衣戸島流通企並，本次漸増

遊行特別支持（具体兄支持方向六）。

二、支持対象

（一）甘辛東亜主体。是指益軒長期（2年以上）衣戸島釆

灼執政，笈展打単東亜的衣戸島流通企並或新型衣地名菅主体。

（二）戸備一体主体。包括通遺建立白布、合作生戸基地等

方式，向生戸杯事延佃戸並鑓条，実現“舗＋戸”一体化姿菅的

衣戸島流通企並；通適宜接投立只管自店戎在批笈市場、超市、

菜市場等場所設立舗停古梢、与桂、古区等各科方式，向只管杯

事延佃戸並縫条，実現“戸＋舗”一体化姿菅的新型衣地名菅主

体。

（三）股叔投資合作主体。是指衣戸島流通企並和新型辰也

姿菅主体通辻参般挫股、兼井波駒等多種方式形成戸舗仇勢互

朴、凧隆利益共担共享的股板投資合作企並。

本次車扱仮限以上三英企並主体（以下筑穂力企並），各有

夫南側会、管理蛙、管委会等机杓以及全体雨戸不在奥内。車扱

企並只能遠軽一介方向，不能多方向車扱。

三、支持方向

（一）加強戸后商品化処理設施建設。在戸地親近建段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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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戸后商品化処理功能的戸地集配車le、冷犀、戸地合等段施，

配各戸后活況、加工、預冷、煉干、庚栓、分級、包装、冷蔵等

段各，朴弄衣戸島供位鑓“最初一公里”短板，提南東戸島商品

化処理和錯峰只管能力。鼓励新型衣地名菅主体、衣戸島流通企

並加張戸地移功型、共享型商品化処理投施建投，提高商品化処

理投施政各使用数率。

朴充説明：重点支持建段戸后商品化処理没施，支持在衣戸

島戸地附近，建坂戸后商品化処理段施，井迭到延長衣戸島舗管

期、降低衣戸島損耗等日柄的企並項目。本方向車扱企地位以戸

后商品化処理作為車扱内容，仇先支持“田同地共”商品化処理

投施，以朴弄衣戸島供位錠“最初一公里”カ日柄。逸拝配各了

全套戸后商品化処理攻施（生戸袋）井正常遺作的企並，不遠軽

単鈍灼芙了某台机器、段各等逆行簡単操作的企並。

（二）友展衣戸品冷縫物流。支持衣戸島流通企並或新型衣

地名菅主体雅子現代冷縫物流管理理念、椋准和接木，建投具有

集中釆灼和跨区域駈送能力的衣戸島冷縫物流集散中Ie，配各預

冷、低温分掠加工、冷蔵返輸、温度監控等冷鑓段施政各，建立

覆善衣戸島加工、返輸、借存、只管等杯事的金程冷縫物流体系。

朴充説明：重点支持建設衣戸品全種冷縫，支持致力干建立

衣戸島全程冷縫体系的東亜企並笈展。項目位着宣子解決衣戸島

全種冷鑓流通的“断鑓”何題，重点支持国袋特色衣戸島打造形

戌戸舗一体的衣戸島冷縫流通鑓条的鑓主企並。不遠軽仮具各衣

戸島供位鑓某今市点或某今流通杯事的企並。

（三）提升供雇縫末端患民服各能力。支持衣戸島流通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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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新型衣地名管主体建設或改造衣貿市場、菜市場、社区薬店等

衣戸島零停市場，完善末端舗停同格，笈展朕合釆駒、統合銃配

等模式，降伯流通戌本，提升便民恵民服各功能。

朴充説明：重点支持完苦衷貿市場、社区菜市場等衣戸島零

停端，提升零停端便民恵民服各能力的企也。支持致力干提升零

停端便民恵民服各的企並笈展，以及企也在物流市点上的衣戸島

集散地建段、衣貿市場改造升級和笈展衣戸島品牌連鎖店、連鎖

超市等，不支持全体商戸或夫妻店加盟衷戸島品牌連鎖店支出。

各地位集合実施多村振米戦略中泉村物流規則有夫工作，深刻本

方向車扱工作。

（四）提升柘准化和品牌化水平。建立覆蓋本地特色仇勢衣

戸島神葬加工、栓握栓測、庚畳分級、椋誤包装、冷鑓物流、批

笈零倍等各杯事，国柄、地椋、田柄、企椋有机結合的全戸也錠

椋准体系，権助椋准推十位用，打進一批地域特色突出、戸島特

性錐明的区域公用品牌，井展品牌雅子，提升椋准化、品牌化水

平。

朴充説明：重点支持国袋本地特色衣戸島打遣衣戸島公用品

牌，提升特色衣戸島戸並鑓梼准化水平和舗偉力的企並，最冬日

的要落在“舗”上，位包括“品牌＋雅子＋舗偉”等覆蓋商貿流通

多今杯事，カ提升了本地特色衣戸島品牌化、椋准化、舗偉力，

取得了良好致束的項目。不支持提供玖証服各的項目以及仮以玖

証作為車扱依堀的企並。付加弾痕戸島“一品一錠”全鑓条退潮

体系建段可予支持。

（五）仇化重点歩行荷的衣戸品供雇縫戸備付接功能。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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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街区，仇化東商互朕対接，提升歩行街展示和戸備付援助能，

引逃与衣戸島供位鎧袖夫的姿菅主体，折大束戸島品牌影的。

朴充説明：重点支持提升本地歩行街区衣戸島戸舗対接能

力。支持致力干加張本地歩行街衣戸品戸舗対按能力建設的企並

笈展。車扱企地位在歩行街区有布点、有実体、有展示、有美隔

舗倍等。不支持租賃舗位、梢口等的企也。

（六）促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挫朝岡衣戸品

保供穂仇。対在疫情防控期同保障生活必需品（粗食、琉菜、水

果、猪牛羊禽肉、水戸、蚕棚）市場供位、促逃仇格穂足作出突

出貢献的衣戸島批笈市場、生鉾超市、菜市場、衣戸島企借物流

企並等衣戸島流通企並主体傾斜支持。本方向力持別増加，具体

支持み法如下（其他春歌与本項併列条件沖夷的，以本項刃准）：

1．支持方式：財政奨励，事后支持。

2．本方向按不超辻中央財政2020年資金額度的40％安排。

3．支持対象：衣戸島批笈市場、生鉾超市、菜市場、衣戸島

企借物流企並等衣戸島流通企並，且符合本車扱指南第二各所列

支持対象要求。

4．支持蒲団：在保供穂仇道程中英陳笈生的返費、粗金、冷

鑓企借、防疫用品、供位鑓中断恢麦道程中笈生的相夫費用。已

享受財政朴助的保供僧名費用不再列入。土建、人工等費用不得

列入。

5．支持比例：不超辻兵隊笈生費用笈票金額的40％

6．吋同蒲団：2020年1月24日至4月10日，以笈票吋同

刃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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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支持条件：疫惜防控期旧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座蒲団在「京

省内。提供的戸島或服奔走直接的、最葵的（刃支持対象遊行物

資保障提供服各的中岡杯事不列入）。起到的保供穂仇作用是明

並的、突出的（支持対象在本地区同島英戸島的配送量在前三名

内、配送日店数超辻100家以上、離送SKU在50今以上）。

8．車扱材料（按順序装打）：

8．1車扱資料封面（須並示車扱単位、申扱方向、扶桑人、

扶桑屯話）和宮束（椋屯東研）。

8．2《項目車扱表》善事版（附件7）。

8．3哲也軌照麦印件（並示菅並蒲団）。

8．4市銀以上商各部）’1対車扱企並人事民生保供工作的中

核意見或其他部rl出典的民生保供企並資庚証明。

8．5申故事。包括車扱単位情況介錯、保供戸島及数量、笈

生費用英日和明錮（須与笈票金額対座）、費用吋同、対十朱省

衣戸島市場保供穂仇作出的具体貢献度自評（内容位詳実具体，

結合本吉項鎮数日椋，尽量以畳化指椋体現，不少子500字）。

8．6費用笈票（須符合支持蒲団）的清晰麦印件。

8．7井展保供穂仇工作的図片佐近（不少子5張）。

8．8企並財各状呪。如2019年菅政利税情呪、壁会刑中寺

分所中叶的2019年企並財各会汁報告等。

8．9企地域信材料。提供2芙信息，一是信用中国平台

（www．creditchina．gov．cn）下我的単位信用信息。ニ是国家企

也信用信息公示系統（www．gsxt．gov．cn）亜示的行政処罰信息

（手柄遺章信息不需要）、列人名菅井常名乗信息、列八戸垂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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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失信企地名単（黒名草）信息。

8．102016、2017年荻得中央、省級冷鑓資金支持的企並，

出兵原項目已放牧通辻的免近。

8．11其他与申故事有夫佐近材料，如異名法律致力的衣戸

島釆灼合同、白布冷庫的証明材料、白布冷蔵辛的近明材料等。

8．12盗法人代表答宇和孟企並公章的承歯車（附件2）

四、支持条件

（一）各地市位対車扱材料遊行初市，緊密固袋績致指梼遠

軽支持対象，不位遠軽寺銭致指椋克夫或元助手完成鎮致指椋的

企並。有条件的地市可根据本地兵隊，以市、其（区）或生戸消

費集中道片区域力蒲団銃築組鋲井展工作，打遣覆霊泉戸島分

級、預冷、包装、逗輸、舗管等各杯事，戸舗密切符接、利益緊

密朕智的衣戸島供位縫条。

（二）車扱企並必須菊子京省境内（不含深訓）注肘的企並

法人，具各行地相夫的壁菅資庚和条件。項目位符合《「京省冷

鑓物流笈展“十三五”規則》、《「某省床材物流建政友展規則

（2018－2022年）》提出的建段目椋要求。渉及用地項目須已取

得合法完整的規則、土地和建設許可。

（三）2016－2017年、2017－2018年冷鑓物流建段項目姶杖不

通辻、或至本車扱裁止日尚未蛤炊完成、或欠数財政資金、或延

長実施期限的企並，不得車扱。国家、省級財政資金已扶持的建

段内容，不得垂麦車扱。項目中破吋未井工項目，即使已取得各

項施工許可，不得車扱。

（四）鼓励企並集合母港漠大湾区建段規則，打遣大湾区“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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笹子”“果笹子”“米袋子”工程，建段湾区后方“大東場”，

以供港漠椋准力慶喜赤村，在老区赤区布局建攻生戸加工基地；

鼓励力老区赤区衣戸島搭建食品超市、展舗筒口等菅舗渠遺；鼓

励企地主功融入母港漠大湾区銃一視蒲互訳的冷縫梼准化体系；

鼓励企並加張肉菜便民菜市場、衣戸島品牌便利店建段。支持企

並作為供位鑓鑓主，与上下源企地建立合作供座高形成衣戸島供

位鑓朕合体，解決衣戸島生戸及戸后処理的椋准化、商品化水平，

以及解決衣戸島流通的“断鑓”何題。

（五）扶持期限：除第六項支持方向外，其他方向支持2020

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同完成的建段内容（即使項

目未完工，住友生在咳扶持期限内符合要求的建段内容均可，元

法実現本車扱通知併渉鎮致指椋的項目除外），支持垂大項目分

期建設。

五、申撮材料及申抜程序

（一）申板材料要求（戸格技此順序装訂）。

1．車扱資料封面（須亜示車扱単位、中破方向、扶桑人、扶

桑屯話）和日東（梼屯東研）。

2．《資金申請表》善幸版（附件1）。

3．哲也軌照麦印件（亜示哲也蒲団）。

4．車扱項目具体実施方案，包括項目車扱単位基本情呪（企

並概況、項目情呪（項目名称、実施地点、建設内容、実施期限、

逃度安排、預期成数等），項目投資情況等。実施方案位列明投

資，尊、薇清華，古口対申請財政資金的使用蒲団遊行詳細説明，以

便核杏。

ー8－



5．企並財各状況。如2019年菅収利税情況、盗会計師事分

所中汁的2019年企並財各会汁報告等。

6．信用中国平台（www．creditchina．gov．cn）下我的単位信

用信息。

7．国家企並信用信息公示系統（www．gsxt．gov．cn）並示的

行政処罰信息（手柄遺章信息不需要）、別人盗菅井常名乗信息、

列八戸垂適法失信企地名単（黒名車）信息。

8．2016、2017年荻得中央、省級冷鑓資金支持的企並，出

典原項目已姶収通辻的免近。

9．有夫佐近材料，如異名法律致力的2年以上衣戸島釆灼合

同、白布冷庫的証明材料（土地証或10年以上土地租貨合同，

以及冷摩修建合同和銀行交付先近麦印件等）、白布冷蔵辛的近

明材料（灼辛笈票、行政址等麦印件）、項目井工情況近明材料

（含詳細照片、土地使用板柾、建設用地規則許可近、建設工程

規則許可近、施工許可址等；合同、材料灼畳免堀等）。

10．提供項目投資患、額佐近材料，如可行性研究報告、立項

文件、投入近明材料、項目実施完成部分的支出清華（神栄合同、

銀行交付先近、現金答仮免掘、笈票等麦印件）等。虚特別注意

車扱併列的項目投堤患額不虚包括土地、み公桜、宿舎、み公、

装修、招待、粗金等不支持費用（詳見附件6不支持費用示例）。

11．提出切実可行且量化的項目中期鎮致指椋（2021年初対

前一年的工作遊行坪伸，坪伸集束作丸細大平俗材料之一）和最

葵掩収指椋。掩炊不通辻的，取消扶持資格，牧田財政資金。

12．提供与項目申請相夫的各英訳近、与利、戦略合作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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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件麦印件。

13．車扱企並対車扱材料真実性、完整性、項目不渉及重大

高地或法律到紛可能専政実施主体変更或元法乱行的承歯車，盗

法人代表笠寺及孟公章（附件2）。

車扱材料戸格技照上述要件及順序要求制定，井鉱一用Å4

妹双面打印，縮写東研后装汀成規，封面列明車扱単位、朕系方

式、車扱方向。麦印件均須加善車扱単位公章。

（二）中根程序。

1．申故地市根据本通知要求，組鋲本轄区項目車扱，出兵推

着丈件，統一搬送商各庁（市場処）銑庚版2紛，同吋笈送屯子

版（swtscc飢26．com）。位重点推請方向（一）和（二）或衣戸

島供位鑓各項目。毎市推請項目全数原則上不超辻10今。

2．中故地市庄戸格中核材料，井対項目真実性免責；位高度

重視項目速度和資金管理，釆取釈放措施，桶保項目按照原車扱

方案、按照避度打刻執行；位桶保申請項目先端取財政資金，元

刻意李大投資規模。

3．項目車扱裁止吋同2020年4月10日；車扱材料不完整尤

其是錬少佐近材料的，不予受理；末技要求分美装打的，不予受

理；地市未提供正式推着丈件的，不予受理。

六、扶持方式、項目坪定和資金下送

本車扱事項釆用財政朴助方式逆行扶持。省商各庁組鋲古家

対車扱項目材料遊行平常，研究拙走資金使用明細汁則，井按有

夫規定向社会公示，対公示元鼻歌的項目按規定程序下迭項目打

刻，井向省財政斤申請投付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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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申請扶持金額属項目単位白等金額薄暗，申請扶持金額

不鹿足遠目等金額（不包括土地、亦公桜、宿舎、み公、装修、

招待、粗金等不支持内容井支）的40％，且不超過1000万元。

示例：某項目，劇除不支持費用后的患、投資1000万，其中銀行

貸款600万元，自第400万元，則建投単位最多可申請支持資金

400＊40％＝160万元

項目単位虚根据自身資金実力珠刺項目建設，不皮将申請財

政資金作為已補足支持金額運行中報。如：某項目，車扱材料表

述符合支持蒲団投資1000万，其中銀行貸款500万，自第300

万，財政資金支持200万，将申請財政扶持金額作為已補足事実

金額列大投資預算，不合規定。

七、符合性宙賓

客級南条主管都子1位対各車扱項目遊行符合性宵杏，葦錮

査看車扱項目是否符合車扱通知各項要求。如符合性宵査不通

辻，咳項目不待避入后袋程序。符合性宵査不通辻的情形包括但

不限干：

1．不符合支持対象及其条件要求（如医菊項目、菊材加工、

醸酒、胸章）

2．車扱単位被列入第四款第（三）点名車

3．同一車扱単位不同地点相同項目重麦車扱，或相同項目

不同単位垂麦車扱

4．車扱方向錯堤或多方向車扱

5．車扱項目投資患薇包括不支持費用

6．車扱材料鉄失英傑佐近文件（比如：2016、2017年冷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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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已支持的中破単位，未提供項目已馴杖通逮免近；車扱材料

表明異名地理椋志戸島玖近，未提供近明材料，等等）

7．没有権着丈件

8．車扱材料超過裁止日期逆送

9．欠数財政賛金企並及英夫朕企並、遺法失信企並

10．車扱材料偽造、作倣

八、工作要求

（一）落莫責任，戸格資金頭目監管。中故地市要戸格落

莫主体責任，対照衣商互朕工作鎮致坪仇指梼体系（附件3），

履行対本地区実施項目的車扱推着、組鋲実施和資金監管等琳

能，建立健全資金及項目管理監督制度，完善事前、車中和事后

監管工作，切実保障財政賛金的安全和致率。支持対象要布教張

実力、較好墓相，社会責任感張，特効作用大。要及吋上披工作

逃展情況，在項目落実后及吋将資金使用相美文件（車扱通知、

平常補足情呪、下迭甘利、資金管理等）扱省商各庁各案，弟子

毎今季度首月10今工作田内将上季度資金投付及項目逃展情況

表（見附件4）扱省商各庁（在銭搬送），干2021年3月31目

前将工作中期避展情況遊行自評，形成自評報告披省商各庁。省

商各庁将不定期拙査各実施項目，笈現何題梅子以通報井処理。

（二）強化患結，倣好宣伸引手工作。有夫地市要釈放服避

工作逃展情呪，及吋笈現、休閑解決項目実施中的困雉和何題，

及吋帰納l営磐工作推逃道程中出現的先述姿姶和典型案例，重点

包括机制刷新、政策刷新、模式刷新等姿掩成果，加大典型菜例

宣佑和雅子カ度，打大政策敷皮，突出案例或模式，我庁将拝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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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宥到商各部作為全国麦制雅子的示苑。各地宣信忠、結情況，列

入手京省商各庁資金項目坪中指梼体系。

附件：1．資金申請表

2．車扱企並承歯車

3．泉南互朕工作鎮致坪仇指椋体系

4．資金投付及項目逃展情呪表

5．鎮数日梼表

6．不支持費用清華

7．資金申請表（保供穂仇方向）

（扶桑屯話：020－38813270）

公井方式：主功公井

日

抄送：商各部市場建政司，省財政庁，本庁財各処。　［共印25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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