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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榕政办〔2022〕64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州市
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直各委、办、局（公

司），市属各高等院校，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

《福州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

研究同意，现予以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 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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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福州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

费加快发展的意见》、商务部等 14部委《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精神，加快推动我市消费转型升级，促进

消费提质扩容，进一步优化供给，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根据省商

务厅、省发改委、省住建厅《关于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指

导意见的通知》以及省商务厅等 14部门《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以及

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扩大内需战略为基点，以建设六个城、

打响五大国际品牌、实施九大专项行动为支撑，不断提升城市国

际化水平，扩大城市消费影响力和辐射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

重要节点，完善现代化国际城市核心功能，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

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国内外消费一体化、构建更高水平开放

型经济的平台和载体，逐步将我市建设成为辐射“海丝”，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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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二）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成为辐射东南沿海的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力争实

现：国际知名度逐步提升，世界 500强企业进驻数量达到 100家

以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与赛事数量逐年提升，会展业在全

国城市排名提升 5个位次以上；城市繁荣度显著提升，建成区面

积达到 500平方公里左右，城区常住人口达 500万人，全市经济

总量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争先进位，GDP 保持中高速增长，总量达

到 17000 亿元，入境游客接待量达到 200万人次，国内旅游人数

达 17800 万人次；商业活跃度持续提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

破 6500亿元，服务业增加值突破 10000亿元，网络零售额占社零

比重逐年递增，进出口总额超 4000 亿元，商业步行街数量持续增

长，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及老字号品牌数量不断增长，城市营商

环境排名保持全国前列；到达便利度不断提升，国际国内航班起

降架次达17万架次，机场旅客吞吐量超 2200万人次，福州港货

物吞吐量突破 3亿吨，地铁运营总里程数达到 208公里，网约车

数量达14000辆；消费舒适度保持领先，城市森林覆盖率达58.5%，

空气质量排名保持全国重点城市前十位，城市信用排名保持全国

前列，消费者投诉办结率达 97%以上。力争到 2030年，国际知名

度、城市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消费舒适度再上新

台阶，建成辐射“海丝”沿线国家，具有一定全球影响力、竞争

力、美誉度的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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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力提升城市消费载体能级

1.打造国际知名消费集聚区。汇聚福州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

“一纵一横一带”优质商旅文消费资源，力争打造独具特色的国

际知名消费集聚区。“一纵”即依托三坊七巷、上下杭、烟台山三

大历史文化街区与东街口、中亭街商圈等消费载体，集聚观光游

憩、文化体验、特色餐饮、时尚购物、网红经济、旅游演艺、康

体休闲等多元商旅文消费业态，力争打造世界级“商旅文特色消

费区”；“一横”即横向发挥闽江滨水空间优势，依托闽江北岸商

务区、海峡金融街、江南 CBD、光明港梅园小镇等商务休闲消费

载体，重点发展游船、游艇、夜游等新兴商务休闲消费业态，提

升闽江两岸景观风貌，并在三江口区域重点建设国际化时尚地标，

引进国际知名商业、酒店品牌，促进旅游与时尚购物、文创休闲、

影视演艺、度假康养等跨界融合，力争打造独具风情的世界级“滨

江休闲消费区”；“一带”即从罗源湾往南串联长乐松下、福清湾

等沿海旅游资源，依托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滨海新城美丽海

湾、松下国际邮轮母港等节点，联动平潭国际旅游岛，打造世界

级“滨海旅游消费带”。〔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

乡建设局、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文旅局、市体育局、市交通

局、市园林中心、市古厝集团，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晋安

区、马尾区、长乐区、福清市、罗源县政府〕

2.构建多层级特色商圈体系。立足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特色和

布局，从提升商业质量、优化消费环境、建设智慧商圈、增强文

化氛围、促进商旅文体多业态融合、提升涉外服务水平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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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具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商圈，构建城市特色商圈体系。

支持东街口商圈对标国际知名商圈，提升打造“国际城市会客厅”；

支持晋安东二环泰禾、台江苏万宝、仓山浦上爱琴海等中心城区

重点商圈创建全国示范商圈，打造各具特色的区域地标级商圈；

培育壮大鼓楼华润万象城、闽侯永嘉天地、高新正荣财富中心、

福清万达等城市新兴商圈，创建省级示范商圈；依托长乐国际机

场和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规划建设集购物、免税、娱乐、商

务、酒店、体育、艺术等功能于一体的高品质空港型国际消费商

圈。〔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文旅局、市体育局、

市大数据委、市城管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乡建设局、

市外办、市古厝集团、福州（长乐）国际航空城管委会、元翔（福

州）国际航空港公司，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

3.打造多元化特色消费街区。支持三坊七巷和“上下杭・金

银里”步行街提升改造，丰富多元业态，创建全国示范步行街和

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推动烟台山漫步街区、梁厝历史文化街区

等特色步行街优化街区环境、完善配套设施，争创省级示范步行

街。结合闽菜宣传保护、“闽菜馆”建设，打造一批具有浓郁地方

传统特色的和符合大众消费的文化、美食主题特色街区。推动打

造一批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特色水街、温泉特色街区、消费示

范街区。支持引进国内外知名商业管理企业，参与步行街区经营

管理，招引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和体验店入驻，吸引全球新

品首发，提升特色街区国际化、品质化消费集聚力，打造各具特

色的消费新地标。〔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文旅局、市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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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划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城乡建设局、市名城委、市城管委、

市招商服务中心、市招商集团、市古厝集团，各县（市）区政府、

高新区管委会〕

4.推动便民生活圈建设。力争到 2025 年，实现建成区 80%

以上社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覆盖，试点区域居民满意度达到 85%

以上。推动城市社区科学优化布局，合理优化网点，鼓励老旧小

区因地制宜补齐商业设施短板和提升现有设施水平，优先发展对

居民生活品质提升最迫切需要的老年康护、特色餐饮、运动健身、

新式书店、幼儿托管等业态。鼓励品牌连锁便利店入驻社区，搭

载各类便民生活服务项目，引导大型品牌连锁超市（便利店）在

县域开设连锁网点。推动构建以社区早餐店为主体，以便利店、

特色餐饮店、老年配餐中心、箱式移动餐饮售卖车等为补充的多

层次早餐供应体系。完善适老化服务，加快建设改造一批充分兼

顾老年人及特殊群体生活便利需要的无障碍服务设施。〔责任单

位：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二）加快建设数字消费标杆城市

5.加快数字消费设施建设。加大 5G 网络、数据中心、工业

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实现核心商圈 5G信号、

移动物联网覆盖。推进智能快件箱（快递柜）等智能终端设施建

设和资源共享。鼓励运用人工智能平台、大型超算平台、工业互

联网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产业升级。〔责任单位：市通管办、

市大数据委、市工信局、市邮政管理局，各县（市）区政府、高

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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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丰富数字消费应用场景。打响数字福州国际品牌，加快推

进“数字应用第一城”建设，发挥“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优

势，推动数字技术与生活服务业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数字化应

用场景，以主城区成熟商圈、步行街为载体，建设“数智云商平

台”等商业数字化应用平台，为消费者创造一站式、便捷高效的

消费体验场景，推动城市商圈数字化升级，激发消费活力。丰富

5G技术应用场景，加快研发可穿戴设备、移动智能终端、智能家

居、超高清及高新视频终端、智能教学助手、智能学伴、医疗电

子、医疗机器人等智能化产品，增强新型消费技术支撑。〔责任单

位：市大数据委、市商务局、市金融监管局、市工信局、市科技

局，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

7.创新数字消费发展模式。积极培育数字服贸新业态，推动

国际数字要素有序流动、消费资源高效配置。推动传统商业企业

实现经营业态多样化、线上线下一体化、店铺商品品牌化发展，

鼓励社区电商、直播经济、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在线文娱、智

慧旅游、智能体育等消费新业态。鼓励知名电商平台开展数据服

务，以数据赋能生产企业；鼓励生产企业购买数据，培育定制消

费、智能消费、信息消费、时尚消费等消费新模式。支持搭建电

商孵化中心、直播基地和配套服务中心等功能平台，赋能传统商

贸发展，构建集平台、主播、产业链、企业品牌、物流管理、大

数据运营、孵化培训等为一体的直播电商生态圈。通过打造网红

店、网红品牌、网红达人，带动年轻群体消费，提升城市网络流

量、媒体曝光度、知名度。〔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工信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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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健委、市文旅局、市体育局、市大数据委，各县（市）区政府、

高新区管委会〕

（三）着力吸引优质消费资源聚集

8.优化国际消费供给。提升“买全球”实力，强化国际供应

链平台建设，开放国际消费市场。进一步优化进口结构，满足群

众消费升级需求。充分利用进博会平台溢出效应，推动高端技术

设备、高端消费品等产品进口，促进供给体系质量提升，助推商

品供给侧提质升级。发挥自贸试验区优势，推进 1233全球供应链

采购平台、元洪国际食品产业园等重点进口产业平台建设，打造

国际供应链“一站式”服务新模式。支持外贸企业开展跨境电商

创新业务，依托知名电商直播平台，扩大跨境电商保税进口。优

化“卖全球”布局，加快跨境电商全产业链布局，高质量推进现

代物流城建设，构建大通道、发展大流通、开拓大市场。鼓励外

贸企业、跨境电商和物流企业积极对接国际品牌商在榕设立商品

集散中心。加快构建面向 RCEP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用好原产地

规则，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我市品牌企业抱团出海。推动国

内销售的国际品牌与国际市场同步接轨，增强全球著名消费品牌

集聚度。〔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工信局、市发改委、自贸区福

州片区管委会、榕城海关，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

9.打响榕货消费品牌。培育发展本土自有品牌，引导企业参

与评选各级政府质量奖、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引导相关组

织申请地理标志商标等。弘扬闽菜文化，发掘闽菜内涵，积极打

造“闽菜馆”，建设中国闽菜博物馆，举办闽菜主题活动，支持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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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引进米其林星级餐厅，提高闽菜知名度。进一步推动“福州老

字号”发展，扩大“老字号”“福茶”“福酒”“闽菜馆”“万福”

商旅伴手礼消费，鼓励在高 A级景区、旅游集散服务中心、交通

服务区开设“大众茶馆”“福建特色商品销售体验馆”等。推动闽

菜、软木画、脱胎漆器、寿山石、鱼丸、肉燕、茉莉花茶、橄榄

等福州特色旅游商品进公园景区、机场、地铁、免税店等，不断

提升榕货知名度。支持培育沉浸式、数字化等方面的消费品牌，

大力发展文创产业，更好满足国内外消费者对特色化、品质化、

便捷性消费的需求。〔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工

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市交通局、市园林中心、市招

商服务中心、市古厝集团、市地铁集团、市招商集团、元翔（福

州）国际航空港公司，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

10.培育消费产业集群。建设国际招商平台，立足产业国际

化，围绕 16条产业链，强化招商引资，重点引进世界 500强及“一

带一路”国家龙头企业在福州设立全球总部、区域总部或成立研

发中心、采购中心、结算中心和运营中心，着力打造“海丝”总

部经济集聚区。持续引进在线教育、互联网健康医疗、在线文娱、

智慧旅游、智能体育等“互联网+服务”、数字消费领军企业。支

持准独角兽企业、行业领军企业等高成长性企业向总部企业发展，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相关政策给予支持。用好 RCEP，鼓励有实

力的企业再建设一批跨境电商产业园或境外经贸合作园，强化对

外合作载体支撑。采取奖励、购买服务等方式，培育一批拥有核

心技术、用户流量的新消费领域头部企业。争取引进国内外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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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总部机构，以及具有全球视野和品牌运作能力的投资商、运

营商，落地国内外知名品牌首店、旗舰店、体验店。〔责任单位：

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文旅局、市体育局、市大数

据委、市招商服务中心、市招商集团，各县（市）区政府、高新

区管委会〕

11.扩大城市国际影响力。深入挖掘闽都文化内涵，加强城

市形象宣传推广，推动闽都文化品牌国际化。立足申创“世界美

食之都”，打造福州国际化新名片。全力打造“温泉之都”“鱼丸

之都”“茉莉花之都”城市名片，深入挖掘“福”文化资源，着力

打造“福”文化 IP，持续打造“惠聚榕城”促消费活动品牌。依

托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中国国际数字产品博览会、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博览会暨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

览会、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等全国性品牌展会，加强与国际一流

城市交流合作，吸引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企业参展参会。着力打

造东南会展高地，对标“进博会”，发展国际性高端会展业，争取

邀请一线国际组织到福州举办世界顶级的国际交流活动和品牌展

会。积极申办世界航海装备大会，举办数字经济、“海丝”主题的

国际性论坛，推动会展业在全国城市排名逐年提升。打造海上福

州国际品牌，主动融入“丝路海运”联盟，加强与“海丝”国际

港口城市交流合作机制，积极争取港口航运类国际性会议主办权。

大力推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建设，不断提升福州海上

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

地。加快推进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继续举办福州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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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源杯”世界女子围棋赛、环福州永泰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

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积极申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赛事。充分

挖掘“鼓岭夜话”“福州古厝”“黄檗文化”等福州特色资源，助

力打造闽都文化品牌，讲述福州对外交流故事，树立生动立体的

福州国际形象。〔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名城委、市外办、市

商务局、市海洋与渔业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市大数据

委、市体育局、市工信局、市交通局、市贸促会、市古厝集团，

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

（四）全面推动入境消费体验升级

12.构建便捷交通网络。打造海港空港国际品牌，夯实基础

设施，完善集疏运体系，推动“高铁进机场”，提升福州港和长乐

国际机场在全球港口和机场体系中的地位和资源配置能力，积极

争取航权航线开放，争取支持开设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国际直飞航线。立足国家沿海物流大通道战略，强化要素保

障，加快开通中欧班列，加大国际航空货运扶持力度、增开洲际

货运航线，拓展海运航线，强化外贸“海陆空”联运通道建设。

优化口岸通关环境，持续推进口岸提效降费，提升机场口岸 7×

24小时通关效率。发挥省会功能，加快建设福州都市圈内外通道

和区域性枢纽，形成快速、便捷、高效、安全的综合立体交通网

络。优化机场、火车站、汽车客运站等交通枢纽与重点商圈、商

业街区、标志性景点等消费载体的交通对接，促进大型商业设施、

大型体育场馆、文化场所、旅游景点等与市政交通的互联互通。

〔责任单位：市交通局、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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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局、市商务局、榕城海关、市文旅局、市城乡建设局、市港务

集团、市地铁集团、市左海集团、元翔（福州）国际航空港公司，

长乐区、福清市、连江县、罗源县政府〕

13.提升入境消费便利。扩大长乐国际机场免签政策适用范

围，延长免签停留时间，丰富中转免签旅游产品，便利外籍人员

的出入境和停居留，打造吸引境外游客的消费目的地。推动免退

税业务发展，积极引进国内知名免税店企业开设市内免税店，积

极争取国家支持，在重点口岸增设进境免税店，在机场口岸免税

店为市内免税店设立离境提货点。〔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文旅

局、榕城海关、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商务局、市招商服务中

心、市招商集团、元翔（福州）国际航空港公司，长乐区政府〕

14.优化入境消费服务。营造城市国际化氛围，打造更加包

容、开放的城市环境。利用“海丝”核心区战略优势，积极规划

在滨海新城建设领事馆区，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榕设立

领事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枢纽作用。完善涉外

医疗机构、出入境服务站和外籍人员服务中心配套。积极争取国

家级通信基础设施布局，强化国际通信枢纽功能和承载能力，提

升跨境支付便利化水平，增加社会外币兑换服务点，提高外籍人

士支付服务体验和满意度。规范服务场所多语种标识，在景区、

高星级饭店、机场车站等场所提供多语种服务，统一规范重点区

域、公共服务机构、公共场所、景区、购物中心的外语标识和交

通指示信息，优化国际化语言环境。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消费纠

纷快捷解决机制，优化入境游客消费多元化维权机制，开通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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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维权绿色通道。〔责任单位：市外办、市文旅局、市金融监管

局、市卫健委、市公安局、市通管办、市市场监管局、市古厝集

团〕

（五）加快促进消费保障机制优化

15.优化金融保障服务。推动各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金融产

品和服务创新，推出系列促消费专项金融产品，充分利用金融科

技手段，创新无抵押信用类金融产品，提供有利于激发消费潜力

的消费信贷、消费分期付款等产品，降低利率和分期付款的费率，

加大对诚信经营主体和个人的金融服务力度，切实降低符合普惠

标准的小微企业获取信贷资金的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政银

企联动，促进消费市场需求释放。〔责任单位：市金融监管局、市

发改委、市大数据委、市工信局、市商务局、市文旅局〕

16.优化信用管理机制。实施差异化监管，降低守信企业“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比例，加大失信企业抽查比例。持续开展网

络商品和服务信息定向监测，推进网络交易市场线上线下一体化

监管。加大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力度，积极查办互联网不正当竞

争等新领域案件。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共信用信息大数据库，依托

“e福州”等公共服务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信用信息“一站式”查

询服务，对信用良好的城乡居民给予消费优惠。对各地开展的促

消费活动，实行负面清单和审慎包容的监管政策，在符合疫情防

控和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商圈、步行街内的大型商贸企业开

展户外促销活动，营造规范有序、丰富多彩的商业氛围。〔责任单

位：市城管委、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市商务局、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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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市发改委、市大数据委、市“智慧福州”管理服

务中心，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以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

市领导任副组长，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

为成员的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规划和

协调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根据

总体方案和上级相关文件要求，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跟踪任务

进展，协调推动任务落实。各成员单位要明确责任分工及目标任

务，研究谋划具体推进方案，拟定项目清单，推动方案落地见效，

力争“十四五”期间各项工作切实取得成效。

（二）强化政策支持。加大对重点商圈、夜色经济街区等重

点消费场所周边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并加强财政、金

融、用地等方面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项目的保障力度。2022

年对《实施方案》实施所需相关经费采取统筹安排，据实核拨；

自 2023年起至 2025年，市级财政每年安排 1000万元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专项资金，用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宣传、调研、

考评激励等相关工作以及开展促进消费活动。市直相关部门要认

真对照国家、省相关文件要求，加强与上级部门沟通，对上争取

政策，用好各类产业发展资金，加大对消费类重点领域、重大项

目和重大活动的支持力度，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

（三）强化考评激励。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区在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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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保障、政策供给等方面先行先试，培育建设国际消费示范商

街、商圈，打造国际消费示范区，引领带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研究制定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建设工作考评方案，采取年度考评方式对各县（市）区、高新区

相关工作予以考核评价，对工作成效突出的地区予以正向激励资

金支持。

（四）强化宣传推广。充分发挥媒体宣传优势，整合主流媒

体、网络新媒体、户外广告等宣传渠道，做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建设工作的宣传、报道和推广工作。加强与“一带一路”主流媒

体交流合作，在境外主流媒体和我市海外新媒体矩阵中加强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宣传，提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影响力、辐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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