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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办〔2021〕57号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新乡市灾后促消费十条措施的

通 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新乡市灾后促消费十条措施》已经 2021年 9月 15日市政

府第 74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9月 30日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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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灾后促消费十条措施

为尽快消除汛情叠加疫情对我市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加快

促进消费回补，带动经济企稳回升，助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升，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灾后促消费工作的通

知》（豫政办明电〔2021〕32号），制定本措施。

一、支持汽车报废更新。对因水灾报废的车辆，在 2021年

12月 31日前取得《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和《机动车注销证明

书》，同时在市内注册汽车销售企业购置新车并取得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在本市完成注册登记上牌手续的，按照原报废车辆行

驶年限给予消费者差异化补贴。（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公安

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二、鼓励汽车消费。引导汽车销售企业持续开展促销活动，

为消费者提供降价让利、金融支持、售后服务等购车优惠。对

2021年 9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在我市购买新乘用车，取

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在本市完成注册登记上牌手续的，按照

购车发票价格发放差异化消费补贴。全面推行小型非营运载客汽

车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对二手车在异地交易的，实行二

手车交易登记一地办理、档案电子化网上传递，提升二手车交易

活跃度与登记便利度。发放成品油电子消费券，鼓励成品油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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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企业出台成品油消费优惠政策，刺激成品油消费。（责任单

位：市商务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各县〔市、区〕

政府、管委会）

三、推动家电、家居消费升级。积极开展家电下乡、以旧换

新活动。定向发放消费券，支持在新乡注册的家电、家居生产经

销企业的绿色、环保、节能、智能家电家居消费，重点支持电视

机、冰箱、电脑、空调、洗衣机等电器和家具、家装领域大宗消

费，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推动消费升级。（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各县〔市、区〕政

府、管委会）

四、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强力推进辉县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宝泉创建 5A 级景区和国家旅游度假区等工作，培育指

导万仙山等 3家景区创建首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挖掘

乡村文化资源，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和乡村特色文化旅游，促

进农民增收。开展 A 级景区“免门票、促消费”免费月活动；鼓励

A 级景区对支援新乡的救援队、志愿者等特殊群体推出免费政策。

鼓励星级酒店、乡村民宿推出特价优惠房型；依托郑州优质地接

资源，在平原示范区筹备“老家河南 黄河有礼”中原名优特产直

销馆，增加新乡团队客源吸引力，开辟新乡农副产品旅游销售渠

道。组织开展“红色线路、研学线路”双踩线活动，引导机关团体

和企事业单位创新党团活动、工会活动方式，拉动红色和研学资

源周边村镇消费。研究出台景区免门票和大巴团引客入新短期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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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政策。发放旅游消费券，与上述优惠政策叠加使用，激活文旅

消费市场。（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市财政局、各县〔市、区〕

政府、管委会）

五、提升品牌消费能级。持续开展省级品牌消费集聚区建设，

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积极推进东方文化商业步行街提升改

造，争创首批省级示范步行街。培育“首店”经济，引进一批全国

性和区域性的品牌店、旗舰店、体验店。大力发展品牌连锁经营，

打造市、县、乡三级品牌消费网络体系。开展“中秋”“国庆”“双

十一”“双十二”购物节活动，发放政府消费券，鼓励商家打折促

销，促进特色消费、品牌消费，激发活力、释放潜力，繁荣市场。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资源规划局、市城管局、市文旅局，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六、扩大农村消费规模。深入挖掘县域优质农产品，在大型

商超设立农产品消费帮扶专柜、专区，在淘宝网、拼多多、农购

网、邮乐购等网络平台开展网络销售，促进农产品上行。组织知

名电商平台、融媒体宣传新乡“豫鉴延品”“印象嘉”“鄘南在线”“苍

峪山”“原上谷仓”“共诚辉县”等区域公共品牌，重点提升封丘树

莓、金银花，辉县山楂制品、原阳大米、获嘉白菜等农特产品品

牌影响力。建立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加强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农产品流通网络，推进农产品分拨、包装、预冷等分拨仓、前

置仓的建设进度，提高生鲜产品品质，畅通农产品上行“最初一

公里”。叫响宝泉郁金香赏花节、封丘油菜花生态旅游节、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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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屯镇向阳花海乡村文旅节等乡村游活动，吸引城区居民下乡消

费。（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兴局、市

文旅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七、培育新型消费模式。鼓励河南北郊记忆文化创意园区、

绣花百货等利用闲置厂房改造扩大多功能新型消费载体规模，吸

引消费者进行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支持各县（市、区）在符合

条件的加油站，建设一批集充电、城市书屋、咖啡屋等功能于一

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支持外卖配送等便民服务新业态发展；探索

发展无接触式服务，鼓励发展智慧商店、智慧超市等新零售业态。

完善“互联网+家政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建立覆盖全市家政服务

供需网络，提供简单劳务型、知识技能型、专家管理型家政消费

新模式。支持县（市）打造直播基地、邀请“网红达人”进行探店

直播，助力本地老字号品牌创新发展。（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市发改委、市委网信办、市邮政管理局，各县〔市、区〕政府、

管委会）

八、推动夜经济蓬勃发展。点亮城市，完善夜景亮化设施，

将步行街、牧野广场、定国湖、平原体育会展中心、宝龙城市广

场等娱乐消费集聚区，打造成为夜间景观节点，通过主题灯光秀，

打造“牧野不夜城”，营造夜经济消费氛围；提升东方文化步行街

经营品质，鼓励增设沉浸式、体验式娱乐项目，延长城市书店、

咖啡厅、精品特色小店营业时间，推动步行街融合发展；引入国

内知名夜经济品牌，打造东大街、西大街等“深夜食堂，游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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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特色夜市一条街；在万达南广场、宝龙城市广场等大型商场

周边规划场地，培育“夜游、夜购、夜食、夜娱”消费热点；开展

新乡餐饮名厨、名菜、名店评选活动，提升经营者品牌意识，促

进诚信经营，提振消费信心。（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公安局、

市资源规划局、市城管局、市文旅局、市市场监管局，各县〔市、

区〕政府、管委会）

九、推进康养、体育消费。推进康养产业发展。在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设中医馆以及康复护理、医养结合、安

宁护疗等服务床位，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加快新乡市全

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和应用，推进二级以上医院开展“互联网+

护理”服务，建立覆盖全市的居家护理服务网络，形成康养领域

新的消费增长点。开展体育惠民活动。体育中心、平原体育会展

中心等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每周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时间不少于 56

小时，全年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时间不少于 330天；公休日、国家

法定节假日、学校寒暑假期间，每天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时间不少

于 12小时。全民健身日全面免费向社会开放。支持社会资本举

办体育赛事，根据赛事级别、种类、规模等，鼓励体育企业探索

数字体育、在线健身、线上培训等新业务，推动体育场馆智能化、

数字化运营。（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市体育局，各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十、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完善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严厉

打击线上线下销售侵权假冒商品、发布虚假广告等违法行为，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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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品、餐饮、药品、汽车配件、小家电等消费品，加大市场治

理力度。积极倡导企业实行无理由退货制度。进一步完善举报投

诉服务运行机制，加强 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12312商务

举报电话、挂牌服务等建设，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切实维护好消

费者合法权益。推进信用信息公开共享、协同监管和联合奖惩机

制，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着力打造放心的消费领域和营商环

境。（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政务大数据局）

附件：1．新乡市灾后促消费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2．新乡市灾后促消费专项资金来源、分配及消费补

贴发放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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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乡市灾后促消费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成立新乡市灾后促消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市灾后促消

费工作的统筹谋划和组织领导。

组 长：魏建平 市政府市长

副组长：孙 栋 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祁文华 市政府副市长

成 员：周 勇 市政协副主席、市商务局局长

郑援越 市发改委主任

杜家武 市工信局局长

秦保明 市公安局副局长

胡建森 市民政局局长

冯 晖 市财政局局长

牛守军 市资源规划局局长

吴毅强 市住建局局长

祁新明 市城管局局长

陈艺平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刘 威 市文旅局局长

王培山 市卫健委主任

范乃秋 市审计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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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长友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王炎明 市统计局局长

邢宏伟 市税务局局长

申晓飞 市委网信办主任

曹 晖 市邮政管理局局长

武慧芳 市妇联主席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商务局，周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统筹协调各项活动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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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乡市灾后促消费专项资金来源、分配
及消费补贴发放办法

一、促消费专项资金来源及切块分配比例

全市促消费专项资金共筹措 1亿元。省财政对促进汽车消费

的财政资金按 50% 比例分担，对实际核销的促进其他领域消费补

贴财政资金给予 20% 的奖补。省财政根据我市拟筹措的财政资金

预拨 50% 以上的省级奖补资金，2022年年初根据 2021 年年底前

实际核销的财政资金进行清算，多退少补。

总体促消费资金切块分割为：购买新车消费补贴和报废车辆

更新补贴占比 50% ；购买家电家居消费补贴占比 30% ；住宿、

餐饮、文旅、百货等一般性消费补贴占比 20% 。

二、消费补贴发放办法

（一）汽车消费补贴

1．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对因水灾报废的车辆，在 2021年

12月 31日前取得《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和《机动车注销证明

书》，在本市注册汽车销售企业购置新车并取得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在本市完成注册登记上牌手续并取得机动车行驶证的，到

购车所在县（市、区）财政部门按照原报废车辆行驶年限领取差

异化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行驶 0—3年（含）的车辆，补贴 5000



— 11—

元；行驶 3—6年（含）的车辆，补贴 3000元；行驶 6年以上的

车辆，补贴 2000元。

2．新车消费补贴。对 2021年 9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

日在本市购买新乘用车，取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在本市完成

注册登记上牌手续的，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行驶证，

到购车所在县（市、区）财政部门领取汽车消费补贴。补贴按照

购车发票价格分为两个档次：5万元（含）以上至 15万元（不

含）以下补贴 1000元；15万元（含）以上补贴 2000元。

以上两项补贴不叠加享受。补贴发放按照购买顺序，先到先

得，市财政补助总金额补完为止。

（二）家电家居消费补贴

2021年 9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内，消费者到指定家

电家居销售企业消费，单次最低消费 1000元（含）以上者，凭

本市户口本或身份证、消费发票，到消费所在县（市、区）财政

部门申领发票价格 10% 的消费补贴，最高不超过 1000元。补贴

发放先到先得，发完为止。

（三）住宿、餐饮、文旅、百货、成品油等一般性消费补贴

通过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分六期发放 10元、20元、50元

电子消费券。单笔消费满 50元可使用 10元消费券；单笔消费满

100元可使用 20元消费券；单笔消费满 200元可使用 50元消费

券。



主办：市商务局 督办：市政府办六科

抄送：市委各部门，新乡军分区。

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0月 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