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淅江省电子商务I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浙电商办 匚⒛16〕5号

浙江省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龟O16年浙江省电子         的 通知

浙江省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2016年 全省电子商务发展工作要点》已经省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 根据各自工作职责分工做好贯彻实施。

附件:2016年 全省电子商务发展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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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zO16年 全省电子商务发展工作要点

为认真贯彻省委经济工作会议、⒛16年 省政府工作报告以

及全省商务工作会议有关部署和工作要求,深 入实施“电商换

市
”工程,争 取全年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 3.5万亿元,网 络零售

额突破 1万 亿元,同 比增长 30%以 上,确 保我省电子商务发展

保持全国领先水平,加 快
“
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建设进程,特 制

定2016年 全省电子商务发展工作要点:

一、进-步 提升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水平

(一 )大 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1.推 进农村电商服务网络建设。进一步实施“电子商务进万

村
”工程,全 年新建 3OO0个 以上农村电商服务点,改 造提升一

批服务站点,推 进
“工业品下乡

”
和
“
农产品进城

”。 (省商务厅、

省农办、团省委、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省邮政管理局)

2.建 设区域性农产品网络销售平台。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县

(市、区)建 设当地
“
淘宝特色馆

”,提 升特色馆建设质量,并

加大在各大知名电商平台复制推广。推动各地加大对农产品网

络销售平台的扶持力度,进 一步整合资源,力 争全省各县 (市、

区)都 建设完成一个以上的农产品网络销售平台。 (省商务厅、

省农办、省财政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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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 育发展农村电商产业平台。培育 500个 电子商务专业

村,并 认定丁批省级电商示范村。规划和建设农村电商创业园

和产业基地。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利用闲置资源建设专业化农村

电商产业基地,推 动50个 县建设电商产业园和 100个 乡镇 (街

道 )建 成电商创业园 (孵化园)。(省商务厅、省农办、省财政

厅、省人力社保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地税局、省住建厅、省

邮政管理局)

4.创 建丽水、衢江农村电商试验区。按照省政府工作部署,

做好对浙江 (丽水 )农 村电子商务试验区、浙江 (衢江)农 产

品电子商务试验区创建工作,并 加强对两地创建工作的指导和

政策支持。(省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有关成员单位 )

(二 )推 进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发展

5。做强做太跨境电商产业体系。与知名电商平台开展合

作,引 导现有的国内电商企业、传统外贸企业开设跨境电商网

店。在全省选择⒛ 个基础较好的产业集群开展产业集群跨境电

商试点。 (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质监局、杭州海关、浙江

检验检疫局、省外汇管理局、省国税局)

6。推动建立跨境电商新型监管机制。充分利用跨境电商交

易、物流、支付等方面的数据信息清晰、可溯源的特性,进 一

步推进建立高效、便利、统一跨境电商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构

建可追溯、可比对的数据链条,探 索建立基于数据认证比对的

跨境电子商务业务体系和新型监管机制,促 进跨境电子商务出

-3-



口的便捷高效、阳光规范化发展。不断建立健全跨境电商行业

管理,开 展跨境电商经营主体摸底调查和各案,通 过大数据等

手段加强对全省跨境电商发展情况的实时监测。 (省商务厅、

省财政厅、省统计局、杭州海关、浙江检验检疫局、省外汇管

理局、省国税局、省邮政管理局)

7.加 强跨境电商产品质量风险管理。建设跨境电子商务检

验检疫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国家监测中心,完 善建设方案,并 依

托检测中心探索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产品质量风险监测新机制。

(浙江检验检疫局 )

8.完 善跨境电商配套服务支撑。培育一批跨境电商综合服

务企业,发 展跨境电商分销模式,推 动各地有序建设跨境电商

园区或物流仓储中心; 自建或引进一批公共海外仓等境外服务

机构。培育一批从事跨境快递服务的企业。(省商务厅、省财政

厅、省邮政管理局、杭州海关、浙江检验检疫局、宁波海关、

宁波检验检疫局 )

9。推进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区工作。支持中国 (杭州)跨 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进 一步加强监管创新和跨境电商模

式创新。支持中国 (宁波)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研

究制订具体实施方案,上 报省政府印发实施。支持金华、义乌

等地区开展省级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工作。 (省商务厅、省发改

委、省交通运输厅、人行杭州中心支行、省邮政管理局、杭州

海关、浙江检验检疫局,杭 州市政府、宁波市政府,宁 波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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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检验检疫局 )

(三 )深 入推进工业企业电商应用与创新发展

10.进 一步提升企业电商应用水平。重点引导、支持一批

有一定品牌影响的日用消费品生产企业和适合电商业务的规上

企业,在 淘宝网、天猫、京东、唯品会等第三方网络零售平台

开设网络旗舰店或自建电商平台,开 展网络零售业务,全 年新

增 50OO家 规上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借 助电子商务,推 动市场、

数据和技术有机结合,加 强个性化定制服务的开发,并 逐步形

成符合自身特点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提 升企业对生产、流通、

质量和信用的管控能力;鼓 励有条件的企业,加 强产业供应链

整合,带 动行业电商应用深入和创新发展。 (省商务厅、省财

政厅、省统计局、省质监局)

II。进一步推进“区域产业带”建设。通过与阿里巴巴等知名

平台的合作,继 续推进
“区域产业带

”
建设,通 过

“区域产业带
”

集中运营、集中推广和集中服务,为 广大中小企业开展网络分

销和批发提供平台。做好已建成的⒉ 个阿里巴巴“区域产业带
”

的提升工作,加 强产地质量标准、认证和管理工作。 (省商务

厅、省财政厅、省质监局)

⒚。进一步推进专业市场电子商务发展。继续抓好省商务

厅等 4部 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浙江省推进专业市场电子商务发

展的实施方案》(浙商务联发⒓01劁142号 )的 落实,推 动专业

市场通过引导商户开设网店、市场自建电商平台、开展网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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冖

货交易和发展电商园区等方式,新 增 1OO个 专业市场开展电子

商务应用。 (省商务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质监局)

(四 )不 断推进服务业电子商务发展

13。加快发展商贸服务业的电子商务。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推进线上线下互动加快商贸流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意

见》(国办发 E2015〕 ” 号),推 进传统商贸流通业与电商的融

合提升,延 伸线下体验功能,探 索生活服务业电商模式创新,

开展模式创新试点,培育 50个 02O电 商试点项目。(省商务厅、

财政厅)

14.推 动旅游领域电子商务应用。加快推进全省旅游产业

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完 善旅游产业基础数据库。组织开展全省

旅游服务机构
“上地图

”、“上电商
”
等活动,加 大力度推进移动旅

游电商平台建设,开 展旅游资源网络宣传推广,大 力推进智慧

景区服务。加快推动旅游企业电商化步伐。全年实现 90%以 上

景区实现了电子门票,翎 %以 上景区自建电商分销系统,在 线

交易额达到 1000亿 元,在 线旅游渗透率达 ⒛%。 (省旅游局、

省商务厅 )

15。推动文化领域电子商务应用。指导各类文化产业展会

利用电子商务转型升级。鼓励支持以手机等移动终端为媒介的

动漫游戏等产品开发。推进具有我省地方特色的历史经典产业

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强博库网建设;改 造提升
“
浙江

省新华书店移动网群
”,鼓 励基层书店利用电商平台提供电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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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广泛开展大网站、多平台的网络中盘供货服务。(省文化厅、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商务厅 )

16。推动食品医药领域电子商务应用。指导督促网络食品

交易第三方平台建立健全经营者准入和资质审查机制,建 立网

络销售食品药品风险防控机制,积 极探索网售食品药品抽验方

法和程序,加 大专项监督抽查力度:严 厉打击违法网售食品药

品行为。进一步推动食品药品行业电商应用。(省食品药品监管

局、省商务厅 )

二、进一步完善电子商务产业体系

(五 )深 化省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10个 方面的战略合作

IT。继续推进省政府与阿里巴巴战略合作。制定⒛16年度

合作要点,抓 好落实、协调和督促等相关工作。 (省电商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及相关成员单位 )

(六 )建 设电子商务产业基地

18。推进电子商务产业基地有序建设和规范发展。抓好电

商产业基地建设规划的地方标准的组织实施,指 导市县有序建

设电子商务产业基地。开展电子商务产业基地等级评定与名录

更新,继 续落实相应支持政策。(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国土

资源厅、省住房建设厅、省地税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七 )加 快构建电子商务服务体系

19.支 持电子商务服务业做强做大。引导电商服务商通过

入驻产业基地等方式集聚发展,鼓 励优秀服务商向省外、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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冖

输出电商服务资源和服务模式,“走出去”
发展。(省商务厅、省

财政厅 )

zO。继续推进全省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

全省电商公共服务平台,推 动30个 市县建设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结合各地产业特色举办电商服务资源对接活动,提 升全省电子商

务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和服务质量:(省 商务厅、省财政厅 )

(八 )加 强电子商务领域技术研发和应用

21.提 升电子商务相关科技项目的自主设计能力。围绕电

子商务与社会事业融合发展相关领域,加 强省、市、县互联互

动,强 化政策、人才、平台和项目综合集成,进 一步推进产学

研协同创新,并 积极争取国家科技资源,及 时组织和推荐国家

有关计划项目。(省科技厅、经信委、省商务厅)

”。继续做好成果转化和应用。重`点做好
“
十二五”重大成果

转化工程 (垂直电商)的成果推广工作。(省科技厅、省商务厅、

省经信委)

(九 )实 施电子商务创业创新工程

⒛。建设电商创业创新基地和众创空间。建设 10个 电商创

业创新基地和 50个 电商众创空间,为 优质创业项目提供场地支

持和创业孵化服务。

γ。建立电商创业创新项目库,加 强项目推广。多渠道、

多形式建立我省电商创业创新项目库,完 善项目库管理机制,

引导更多资金和要素投向电商领域。建立电商创业创新项目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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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机制,通 过举办大赛、媒体宣传等方式推广项目。 (省商务

厅、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省教育厅、团省委)

(十 )大 力推进国内外电商交流合作

乃。支持知名电商企业和电商服务企业加强对外合作交

流。引导、支持省内知名电商企业和电商服务企业对外输出电

商模式、行业标准和服务资源;探 索电商国际化业务,结 合
“一

带一路
”
战略,探 索在境外建设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为 中国

海外投资企业以及境外企业提供电商服务。 (省商务厅 )

“。支持举办电子商务领域重大活动。支持中国 (杭州)

电子商务博览会,中 国(义乌)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全 球跨境电

子商务大会等国际性电子商务活动举办。(省商务厅、杭州市政

府、金华市政府、义乌市政府)

三、进一步健全电子商务配套支撑体系

(十一 )完 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27.大 力推进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组织 《宽带浙江“
十

三五”
发展规划》编制,继 续协调推进全省无线局域网 (WiFi)

和全省无线宽带网络建设,推 进全光纤网络城市建设,深 入实

施
“
宽带乡村、海岛

”
计划,扎 实推进三网融合。完善各地通信

发展协调机制,加 强共建共享监督考核,进 一步完善通信基础

设施建设的政策法规和制度体系。(省经信委、省通信管理局)

28。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和服务质量。开展宽带业务市场

和服务质量专项检查,引 导和鼓励企业降低电信资费,鼓 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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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营企业加入到信息化服务中来,深 入推进三网融合,引 导

企业推出各类信息化应用服务,充 分发挥信息通信在电子商务

发展中的作用。(省经信委、省通信管理局 )

z9。加快推进企业信息化。继续实施企业信`惑化
“
登高

”
计

划,进一步做好数据采集审核,发布《浙江省重点企业信`憝化
“
登

高
”
发展报告》,搭 建平台做好与信息化服务机构、专家的对接,

大力推进
“登高

”
问诊服务,提 高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省经信

委)

(十二 )完 善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体系

30.加 快建设电商物流体系。开展电商物流综合改革试点,

启动
“仓配一体化

”
试点,支 持快递企业投资或者与仓储企业合

作建设公共仓储,探 索发展基于
“
移动互联+众包

”
模式的农村电

商新模式,采 取建设中转站或快递企业“
拼车

”配送,解 决农村

物流难题。继续支持杭州市做好国家电子商务和物流快递协同

发展试点工作。推动快递企业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鼓 励其根

据实际情况提供增值服务,满 足快递服务的差异化需求。 (省

商务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邮政管理局、

杭州海关、宁波海关)

31。深化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和应用。推

进平台基础交换网络建设,升 级国家级管理服务系统,推 进区

域交换节点和长航、铁路等行业交换节点建设实施;加 强与大

企业、大平台对接,推 动市场化服务全面开展;推 动跨境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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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供应链整合等增值服务开发和推广,鼓 励和支持更多市

场主体利用平台进行物流信息云服务;持 续深化推进中日韩物

流信息互联共享,拓 展跟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东盟、欧盟、北

美等国际物流信息化交流合作;推 动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

息平台宁波综合示范区的建设和应用。(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

厅 )          心

sz。继续推进社区电子商务服务网络建设。全年新增 3OO0

个社区智能投递终端,落 实智能投递终端相关建设标准,提 升

服务网络覆盖范围和建设质量。 (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省财

政厅、省质监局、省住房建设厅、省邮政管理局)

(十三 )进 一步改善电子商务支付服务环境

ss。大力发展农村支付。加大网络支付业务推进力度,深

入实施农村
“
易 (e)支 付工程

”,太 力开展
“电子支付应用示范县

(市 、区)、镇、村
’’C刂建活动,深 化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点与银

行卡助农服务点的合作共建。引导银行机构和网络支付机构开

展面向电子商务领域的支付产品和服务创新。积极推动移动金

融技术创新发展,切 实提升移动金融安全可控能力。(人行杭州

中心支行、省商务厅 )

34.不 断完善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完善电子商务跨境结算,

制定出台相关指导意见,进 一步推动跨境电商人民币结算业务

发展,实 施外汇管理支持B2B建 设 8项 政策措施。研究B2C向

B2B2C转 型期间中间的权责问题,完 善支持与管理外贸综合服

-11-



务平台的相关政策措施。适时将杭州综试区相关外汇管理政策

复制推广至全省,加 快推进外贸新型商业模式发展。(人行杭州

中心支行、省商务厅 )

四、加大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和创业支持

(十四)加 强电子商务人才培训和知识普及

35.组 织开展电子商务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工作。组织发

动 50OO人 次以上参与职业技能认定。继续开展电子商务培训机

构和实践基地的认定工作,修 订培训机构和实践基地名录。开

展包括电商知识普及、职业经理人、电子商务师、电子商务培

训师资、行业管理人员等多层面的电子商务培训工作,逐 步形

成多层次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为电商企业提供人才服务,

将电商企业纳入“百名干部联千企,服 务企业助创新
”活动中,

提供精准人才服务,组 织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走进电商企业

活动。加强企业家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队伍建设,分 片开展电

商企业人力资源经理的集中轮训,组 织企业人力资源高峰论坛

和交流研讨。(省商务厅、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教育厅、

省人力社保厅、团省委)

(十五 )引 进培养高层次电子商务人才

36。大力引进高层次电商人才。充分利用
“
千人计划

”
产业

园、人才科技峰会等载体,加 快引进集聚一批高层次电商人才。

进一步提高电商企业引才实效,继 续组织电商企业赴境内开展

引才活动,加 强引才活动的绩效评估和企业重点人才、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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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服务,提 高引才实效和精准度。充分发挥外专渠道作用,

积极帮助引进外国智力,为 我省电商发展提供国际化专业人才

支撑。 (省委组织部、省人力社保厅、省商务厅 )

(十六)探 索创新大中专院校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

37.加 强电子商务特色专业建设。加强对不同层次学校的

商务电子专业进行综合改革。对现有的电子商务相关专业的课

程体系进行改革,深 化校企合作。进一步推进各项大中专学生

电子商务竞赛的规范化运作,鼓 励高校依托竞赛开展面向所有

学生的宣传、引导和培训,吸 引社会力量和电商企业合作办赛

参赛,进 一步扩太电子商务竞赛受益面。继续加强浙江高校产

学研联盟中心建设,加 太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力度,加 强对协同

创新中心的管理,提 升高校学科、人才、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

能力。(省教育厅 )

(十七 )夯 实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基础

ss。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培育与引进。大力支持农村电子商

务企业引进急需人才,鼓 励申报各类人才项目和工程。在组织

农民培训计划编制中突出高层次农村电商人才培训班次。发动

大学生村官积极参与农村电子商务,培 育⒛ 支示范服务队,指

导各市做好专题培训,创 建 15个 电商实践基地,新 建 100个 电

商服务联络点,鼓 励支持参与电商村级网点建设运营。引导农

村青年积极参与电子商务,启 动农村电商专题培训全国试点,

组织优秀农村电商青年参加省级电商高级职业经理人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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冖

打造 100个 农村青年电商实训基地,加 强农村电商创业行业组

织建设,加 强对农村青年电商企业帮扶力度。(省委组织部、省

农办、省商务厅、省人力社保厅、省财政厅、团省委)

五、进一步提升电子商务行业管理水平

(十八 )健 全电子商务行业统计工作机制

s9。进一步完善电商行业统计监测体系。加快电商大数据

研究基地建设。做好电商数据的发布和应用,科 学建立省、市、

县三级电商数据发布机制。做好
“
浙江省电子商务发展指数

”
的

编制和发布。根据国家统计局统一部署,开 展规上 (限上)企

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应用情况年度统计和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情

况季度、年度统计,开 展重点网上交易平台月度专项调查和规

模以下法人单位重点电子商务平台交易情况季度专项调查。(省

商务厅、省统计局)

(十九 )加 强电子商务行业标准化建设

们。进一步健全标准体系,抓 好标准实施。做好已出台的9

个电子商务地方标准的组织实施和应用推广,并 启动新一轮电

子商务地方标准的制定工作。支持杭州市创建国家物流标准化

试点城市。加强电子商务标准示范引领和推广,抓 好国家级、

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实施。 (省质监局、省商务厅)

六、进-步 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环境

(二十 )加 强电子商务示范创建

41.抓 好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创建工作。指导、督促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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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温州、台州、义乌 5市 做好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

工作;积 极申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示范基地创建。(省电

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全体成员单位 )

辊。加强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创建。开展第三批省级电子商

务示范县 (市、区)和 第二批省级示范电子商务企业、平台和

产业基地创建工作;开 展农村电子商务带头人和示范企业创建。

完善示范创建工作机制,形 成完整的示范创建总结提升和经验

推广机制。(省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全体成员单位 )

(二十一 )落 实电子商务的财政资金支持政策

绍。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加大专项资金对发展电子商

务的引导作用,加 快省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投资参股的市场化子

基金的对外投资进度,重 点关注电子商务领域企业项目投资,

进一步引导市县政府产业基金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合作,探

索设立省电子商务产业基金,为 电商创业创新提供金融支撑,

通过市场化方式精准支持电子商务。继续争取中央财政资金对

我省电子商务的支持。(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经信委)

(二十二 )研 究落实电子商务税费政策

佃。研究落实税费优惠政策。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创

新税收征管方式,简 化税收征管流程,为 电子商务企业提供专

业化的纳税服务。落实好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无票免税,有 票

退税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货物免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

惠等电子商务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省财政厅、省地税局、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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冖

税局 )

绣。加强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推广电子发票应用,强 化税

款征收管理。与国家加强沟通协调,积 极建议完善电子商务税

收法制建设。(省财政厅、省地税局、省国税局)

(二十三 )加 大土地、金融等资源要素保障力度

佰。加强土地资源要素保障。在城市、县 (市 )域 总体规

划修编中优化落实电子商务产业空间布局,加 强控制性详细规

划编制的指导;对 涉及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重大建设项目积极

做好项目审批;进 一步落实对电子商务产业的土地支持政策。

(省住房建设厅、省国土资源厅)

仰。加大电子商务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进一

步加大对电商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进 一步推动商标权、专利

权质押贷款业务扩面增量,继 续加大银行间债券市场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宣传、推广和承销力度,大 力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发行

债务融资工具。(人行杭州中心支行、省金融办、省人力社保厅)

七、进-步 规范电子商务市场秩序

(二十四)继 续做好电子商务市场监管

倜。完善监管机制,加 强监管执法。完善省市县三级监管

工作体制,明 确职责分工;进 一步推进监管模式转型,加 强监

管信息化建设,完 善网络主体数据库,继 续开展网络亮照工作,

推进相关工作平台建设,进 一步提高应用大数据开展监管的能

力,持 续开展
“红盾网剑

”
专项行动,依 法查处各类网络商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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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违法行为;建 立网络市场监管部门协作机制。规范跨境电子

商务市场秩序,排 查跨境电商监管隐患,加 大跨境电商违规走

私犯罪的查处力度。继续组织开展电商价格行为政策法规宣讲,

参与和推动国家出台电商价格行为规则,严 肃查处电商企业价

格违法行为。开展电子商务领域专利保护专项行动,开 展线上

线下打击专利侵权假冒行为。(省商务厅、省公安厅、省科技厅、

省工商局、省物价局、省邮政管理局、省通信管理局、杭州海

关、宁波海关)

(二十五 )保 障网络信·息安全

翎。不断夯实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基础。强化电信、移动、

联通、铁通和华数等互联网基础运营企业与各级公安网安部门

的协调配合,进 一步掌握本地 IDC底 数和基本情况,督 促指导

IDC切 实履行接入网站用户信息的审核、报各职责,发 挥技术

手段优势,主 动发现未各案网站,进 一步掌握服务器在本地的

网站底数和基本情况,夯 实安全管理基础。(省公安厅 )

(二十六)推 进电子商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sO。加快推进商务领域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积极落实

网络经营企业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相关信息,落 实

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制度。积极培育市场化征信

机构,鼓 励征信机构探索和创新,开 展对网络经营企业的信息

采集,开 发具有针对性的征信产品和服务,优 化电子商务领域

信用环境。(省商务厅、省工商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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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十七 )做 好电子商务立法相关工作

51.加 快推进 《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立法工作。做好 《浙

江省电子商务条例》的专题调研、协调推进和论证工作,进 一

步修改完善 《条例》草案,加 大力度推进立法进程,争 取 《条

例》列入下一年度一类项目。积极参与国家电子商务立法工作,

把我省的立法主张转化为国家立法f(省 商务厅、省法制办、省

工商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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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 政府办公厅。

⒛ 16年 4月 1日 印发浙江省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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