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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投入80008000万万 助文旅复苏助文旅复苏
青岛出台提振文旅消费12条 12家国有A级旅游景区免首道门票

青岛 报

早报 1 月 19 日讯
日前，青岛市文化和旅
游局、青岛市财政局联
合出台了《青岛市关于
大 力 提 振 文 化 和 旅 游
消 费 的 政 策 措 施》（以
下简称《文旅消费政策

措施》），提出 12 条促进文旅消费
政策措施。其中，青岛市市本级投
入 3100 万元，区（市）配套约 5000
万元，预计拉动全市消费增长 100
亿元以上。

《文旅消费政策措施》提出了一
系列实打实的惠民消费措施，包括
鼓励各区（市）上半年集中推出 200
场以上文旅惠民消费主题活动，市
级财政安排 600 万 元 ，带 动 各 区

（市）发放 3000 万元以上文化和
旅游惠民消费券；自 1 月 21 日起
至 3 月 31 日，全市 12 家国有 A 级
旅 游 景 区 免 首 道 门 票 ；全 市 105
家博物馆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
等措施。我市还专门安排资金，
从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角度，对博
物馆利用馆藏资源开发文创产品、
提升青岛文艺演出整体水平、智慧
旅游样板景区等予以支持。

《文旅消费政策措施》的一大亮
点是结合我市文旅特色资源，提出
了对邮轮产业和海洋旅游的支持
措施，我市将出台支持邮轮的扶
持政策，建设邮轮产业创新发展
先行区，打造国际一流的邮轮旅
游特色目的地；丰富海上旅游业
态，招引海上旅游引领性大项目，
打造滨海旅游示范标杆。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早报1月19日讯 19 日，记者从
青岛市商务局获悉，青岛市委、市政府
1 月 18 日研究制定《青岛市关于支持
商贸流通行业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措
施》（简称“青岛消费 14 条”），统筹各
级财政资金 1.4亿元，提振青岛消费、
促进商贸流通业复苏发展。“青岛消费
14 条”，聚焦汽车消费、电商平台、直
播电商、新业态新模式、老字号、零售
餐饮家电消费、首店招引、农村消费等
领域。“青岛消费 14 条”和配套的 1.4
亿真金白银，预计带动全市消费增长
150亿元以上。

发放汽车消费券。延续实施《2022
年“亿惠青岛 驾享生活”汽车消费活动
实施方案》汽车消费券活动的相关规
定，以云闪付红包形式继续发放汽车消
费券。上半年，全市新发放2000万元

汽车消费券，支持消费者在青岛市
内纳统企业购买乘用车。

加大电商平台培育引进力度。
推动我市有实力的传统商贸流通
企业自建网络零售平台，加快引

进国内知名电

商平台、电商大企业。对一季度纳入监
测统计实现网络零售额3000万元以上，
且在全省排名前10位的企业，给予15万
元奖励。在此基础上，每增加1000万元
网络零售额再给予最高2万元奖励。

鼓励开展直播电商促销。对一季度
组织超过300家企业、举办3场以上直播
电商促销活动且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增
幅前3位的区（市），每区（市）给予100万
元奖励。

依托智慧商圈打造消费新模式。推
动传统商圈智慧化发展，对举办50场以
上促消费活动且销售总额增幅居山东省
前 3位的省级智慧商圈给予 100万元奖
励。对 2023 年新入选的省级智慧商圈
每个给予50万元奖励。

支持首店首发首秀首展。引导商业
综合体、特色街区、城市更新新区域，发
展区域首店、行业首牌、品牌首秀和新品
首发，集聚更多国际国内品牌首店、旗舰

店、体验店。
多措并举推动餐饮消费回暖。鼓励

餐饮企业抓住春节年夜饭消费黄金档
期，推出年夜饭系列预制菜，开展年夜饭
到家服务，扩大年夜饭消费等。

加快推动会展消费复苏。一季度，
各区（市）举办的消费类会展活动不少于
1场，全市各类会展活动不少于20场。

深化“惠享山东消费年”活动。开展
“亿惠青岛消费年”系列活动。全年累计
开展600余场主题促销活动。

优化市场供给提升农村消费。推动
消费新业态下乡，对商贸流通企业、大型
生产零售企业、电商企业下沉到乡镇及
以下市场开展促消费活动给予补助。

着力扩大限额以上企业规模。统筹
省级奖励资金，对 2023年限额以上企业零
售额增幅超过全市平均水平的区（市），根
据贡献率分档给予奖励，排名前2位的各奖
励150万元，3—5位的各奖励100万元。

推动老字号传承创新。对省级老字
号集聚区予以100万元奖励。引导我市
老字号企业开展连锁经营，对2023年新
设直营连锁店达到5家以上的老字号企
业，最高补助20万元。

鼓励企业达限纳统。对生产企业、电
商企业新注册零售独立法人公司并实现
月度纳统的按规模给予奖励，最高奖励
200万元，市、区两级财政资金1：1配套。

支持引进零售餐饮首店。2023年，鼓
励零售、餐饮企业在青岛市注册全国全省
独立法人首店。对首店引进主体（商场、
超市、商业综合体）给予每个最高10万元
奖励，市、区两级财政资金1：1配套。

发放餐饮、零售、家电消费券。鼓励
各区（市）结合辖区实际，按照“亿惠青岛
消费年”总体部署，按季度发放餐饮、零
售、家电消费券。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博文
通讯员 邵京伟 谭平 陈春林）

12条政策措施

集中发放文旅惠民消费券
鼓励各区（市）上半年集中推出

200场以上文旅惠民消费主题活动，市
级财政安排600万元，带动各区（市）发
放3000万元以上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
券，对文创产品等文旅产品消费进行补
贴，撬动100亿元以上文旅市场消费。

实施景区门票减免行动
自 1 月 21 日起至 3 月 31 日，全市

12家国有 A级旅游景区免首道门票，
鼓励非国有A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实
行不低于 5 折的降价优惠，拉动景区
及周边综合消费。市、区两级财政各
安排1600万元予以补助，非国有A级
景区按入园人数据实补助。

开展文旅主题系列活动
以举办2023省旅发大会为主线，

深挖省内游和跨省游市场潜力，多措并
举拓展客源。一季度重点办好“嗨游青
岛 悦享冬季”主题营销活动，贯穿春
节、元宵节等时间节点，开展“这个冬天
总要来趟青岛”“打卡青岛冬季限定的
浪漫”等系列文旅特色推广活动，持续
办好青岛国际啤酒节等品牌活动。

引导扩大文化消费
全市 105 家博物馆免费向市民、

游客开放。探索建立政府补贴与市场
运营相结合模式，激发文化消费潜能，
市级财政安排 100 万元，鼓励具备条
件的文化场馆对基本陈列以外的特展
项目开展适价有偿观展，利用馆藏资
源开发文创产品。推动非遗工坊建
设，助力打造“山东手造”品牌，统筹财
政资金100万元，塑造沉淀深厚、特色
鲜明的非遗原创标识和国潮品牌，打
造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等。

实施景区品质提升工程
打造“最美景区”“最美滨海旅游风

景道”“最美海岸线”。丰富景区文化内
涵，打造更多体现人文精神的旅游精品。
推进智慧景区建设，提升完善“云游青岛”
平台功能，建成景区慢直播20处，实现4A
级以上景区智慧导览、电子地图全覆盖和
全景在线观看。市级财政安排100万元，
支持5家景区打造智慧旅游样板景区，5
家景区开展公共服务设施提升。

撬动国内旅游市场强劲复苏
实施“引客入青”计划，在京津冀、东

三省、长三角、大湾区、沿黄省份等重点客
源地组织开展文旅营销推广活动。出台
区（市）联动旅游招徕激励机制，市级财政
安排100万元进行奖补支持。创新开展全
市文旅网络联合营销，市级财政安排100
万元，对各区（市）创新形式、传播效果显
著的大型网络营销活动进行支持。

加快启动入境旅游
出台青岛市入境旅游奖励办法，对

入境团队推出包机奖励、海外旅游促销
奖励等，市级财政安排 100 万元进行奖
励。市级财政安排 100 万元，给予社会
化海外市场专题推介活动奖励补贴。

促进乡村旅游快速回暖
策划开展“好客山东·乡村好时节”

品牌主题活动，鼓励各地举办乡村音乐
节、乡村露营节、乡村篝火节等活动，为
乡村旅游热点持续加温。对获得省级奖
补的民俗文化浓郁、拉动消费明显的乡
村旅游节会活动，市级财政安排 100 万
元给予支持。

开展文旅行业“助企暖企”行动
强化金融支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联动机制，深入开展“百亿惠千企”金融
支持文旅产业专项行动，年内全市文旅
产业新增贷款17亿元以上，惠及市场主
体300家以上。联合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策划举办文旅企业春季专场招聘
会，鼓励支持各区（市）利用高等院校、培
训机构面向文旅企业职工开展岗前职业
技能培训、技能水平提升培训等，破解文
旅企业“用工荒”、人才短缺问题。

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
突出精细化和个性化旅游服务，培

育文旅企业服务品牌，塑造“好客山东
宜游青岛”品牌形象。完善文旅行业信
用监管，建立高效的消费投诉受理、处理
机制，继续推行旅游诚信赔付金制度，引
导文旅企业完善游客服务体系，优化文
旅消费市场环境，不断提升游客在青旅
游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打造邮轮产业创新发展先行区
丰富始发港、访问港邮轮航线和产

品，研究出台《关于促进青岛市邮轮旅游
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对使用或引进邮
轮来青运营访问港航线的邮轮公司或包
船企业，以及招徕游客从青岛邮轮母港
出境或离港的邮轮公司或包船企业，给
予奖补；鼓励吸引邮轮公司在青岛常态
化运营，建设邮轮产业创新发展先行区，
打造国际一流的邮轮旅游特色目的地。

实施海洋旅游突破行动
丰富海上旅游业态，招引海上旅游

引领性大项目，打造滨海旅游示范标
杆。拓展海洋旅游航线，优化线路布局，
推出有效串联海岸、海湾、海岛和沿海主
要景点的“一程多站”式海上旅游线路。
加快重点海岛开发，丰富海岛休闲度假
旅游产品，打造海岛旅游新样板。

我市出台14条支持商贸流通行业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

1.4亿元真金白银提振消费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