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人民政府文件
武政〔2023〕5 号

市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的实施意见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为了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特制订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武汉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扩大内需,深化改革开放,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集聚国际消费资源,创新国际消费

场景,完善国际化消费服务功能,着力打造世界级文旅观光、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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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滨水之城,国际化时尚艺术、活力健康大学之城和全方位数字

生活、新型消费创新之城,建设引领中部、服务全国、链接全球的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

二、主要任务

到 2025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9000 亿元,外贸进出口

总额达到 4700 亿元,旅游总收入达到 2700 亿元,入境旅游人数达

到 130 万人次,展会节事活动达到 800 场次。 到 2030 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达到 15000 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 7500 亿元,旅游

总收入达到 4000 亿元,入境旅游人数达到 350 万人次,展会节事

活动达到 1000 场次。

(一)擦亮武汉国际新名片

立足城市特色,塑造鲜明形象,创新消费模式,打造“心向往

之、近悦远来”的人潮涌动之城。
    

1. 依托滨水之城,构建“大江大湖+消费”格局。 彰显大江大

湖特色,统筹做好消费功能区规划建设,推动“山、水、城、人”有机

融合。 美化滨水景观,强化沿水生态保护,彰显个性鲜明、汉味突

出的江城印象,构筑错落有致的天际线。 厚植亲水文化,融合城市

历史人文特点,建设两江四岸、东湖生态绿心等重点滨水文旅展示

区,打造世界闻名的文旅观光、生态旅游目的地。
    

2. 依托大学之城,释放 “大学 +消费”活力。 强化 “教育 +消

费”,打造“留学武汉”品牌。 激发“人才+消费”活力,挖掘校友经

济、院士经济、海归经济潜力,释放科教人才优势对消费的牵引潜

能。 激活“青年+消费”潜力,建设一批创意空间,创新培育一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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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业态,办好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活动。
    

3. 依托创新之城,促进“数字+消费”发展。 推动数字转型,加

快建设全国数字经济一线城市,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零售消费

高效融合。 推动数字赋能,支持办公楼宇、住宅小区、旅游景区布

局各类智慧门店和智能化设施,培育智慧商店等新零售示范应用

场景。 深入实施线上经济“8+3”领跑计划,有序发展在线医疗、在

线文娱等数字消费新业态。

(二)培育国际消费新品牌

聚焦武汉优质商品和服务,培育“汉派”消费品牌,提高“购在

武汉”“乐玩武汉”全球知名度。
    

1. 打造武汉制造品牌。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 提升本土汽车品牌知名度,突破性发展

新能源汽车,提升汽车消费能级,释放出行消费潜力。 培育光电子

行业领军企业,稳步扩大智能终端产量和消费规模。 提高生物医

药行业知名企业品牌美誉度,建设一批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加快生

命健康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发展大健康消费。 推进“武汉制造”品

牌培育行动,实施“打造名品” “培育名企” “汇聚名家”工程,大力

发展城市定制商品和高级定制品牌,推动“老字号”创新发展,促

进民族品牌与国际标准接轨,充分衔接国内消费需求,丰富“武汉

制造”价值内涵,培育更多享誉世界的武汉品牌。
    

2. 打造武汉服务品牌。 提升商贸服务品质,增强免税店、自贸

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开

放性平台功能,健全对外经贸合作机制,做大进口商品集散分拨中

—3—



心,推动电商直播集聚区建设,培育 10 个以上电商直播基地。 创

新商业模式,支持企业发展、探索、引进购物消费新业态,招引国际

知名服务企业和品牌。 强化会展服务功能,实施会展品牌 “四

个 10”发展计划,引进知名品牌展会,做大做强本地品牌展会。 打

造“设计之都”,引导设计服务企业集群发展,促进武汉设计向高

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变,提升研发设计国际化服务水平。 培育零售

新业态,配齐保障类和品质提升类社区业态,鼓励品牌数字化升

级,推进便利店均衡发展,打造 100 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3. 打造武汉文旅品牌。 弘扬新时代英雄城市精神,发掘“家国

天下”“楚风汉韵”人文风情。 持续打造汉派艺术品牌,加强汉剧、

楚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举办一批国际国内知名艺术

节会。 鼓励文化文物单位依托馆藏文化资源,开发各类文化创意

产品,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加快“读书之城”建设,办

好武汉书展,打造“书香武汉”阅读品牌,建设亚洲一流购书中心。

建设知名景区品牌,规划建设知名新型景区、世界一流水上乐园和

水上设施,打造 100 个网红打卡地。 打响“夜江城”夜游品牌,鼓励

旅游企业开发夜游项目和线路,发展夜游相关消费,打造 10 条知

名“夜游江城”线路和一批大型文旅综合体。 丰富旅游消费领域,

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培育邮轮、低空等旅游业态,释放通用航空消

费潜力。 培育“汉味”美食品牌,推广楚菜名企、名店、名师、名菜、

名点,组织美食品鉴营销活动,推进美食老字号创新发展。
    

4. 打造武汉康养品牌。 举办国际赛事,推动武汉马拉松等品

牌赛事发展,积极申办国际国内顶级赛事。 培育体育消费,依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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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公共体育场馆资源,加快体育消费集聚区建设,发展时尚运动

项目和延伸体育消费项目 100 个。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释放银发

经济,开发适老化技术和产品,引进连锁化、规模化、医养结合的高

品质养老服务机构,积极创建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医养融合康复

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社区、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机

构、市场化康养小镇。 倡导绿色低碳消费,促进绿色低碳产品生产

使用,推动绿色建筑发展,建设绿色宜居城市。

(三)布局消费场景新地标

加快消费载体提质升级,构建品质高端、功能完善、层次分明、

形式多样的国际消费场景,增强“货到汉口活” “货经汉口活”的城

市底色。
    

1. 建设“两江四岸”核心地标。 以城市“山水十字轴”为核心,

构建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建设武昌古城、汉阳古城、汉口历史风貌

区,形成世界级历史人文旅游集聚展示区。 打造武汉城市商脉主

轴,激发城市商业活力,提升打造月湖片、汉阳龟北片、归元片,建

设黄鹤楼城市地标等一批文旅购物消费承载地,形成精致互补的

消费功能区。
    

2. 提升消费集聚功能。 武昌地区以环东湖片为核心,打造滨

水旅游消费核心区。 汉口地区以黄陂天河片为核心,加快打造面

向全球的特色型空铁枢纽免税旅游消费集聚地、国际化消费集聚

区。 汉阳地区以环后官湖片为核心,打造生态宜居消费新区。 围

绕以武鄂黄黄为核心的武汉都市圈,将武汉新城打造成为引领武

汉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支撑长江中游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重要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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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支持长江新区打造世界级滨水城市形象展示区。
    

3. 构建多元包容消费空间。 提升航空路、中南中北等 6 个商

圈建设水平,形成一批国际一流商圈。 推动江汉路步行街、光谷步

行街、楚河汉街等重点商业步行街业态提升,打造高品质步行街。

加快打造花园道、K11 广场等 11 条特色街区。 支持九峰森林动物

园等园区建设,挖掘“园区+消费”新潜力。 推进武商梦时代、武汉

华联(SKP)等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建设运营,打造新型标杆式购

物中心。

(四)畅通国际消费新通道

以建设国际综合交通枢纽为抓手,高标准建设现代高效的综

合交通网络、流通体系和国际物流中心。
    

1. 建设国际综合交通枢纽。 构建链接全球航空运输大通道,

完善武汉空中通道体系,发展客货中转业务,推进机场扩容升级,

加快形成天河机场、花湖机场国际航空客货运双枢纽。 构建通江

达海水运大通道,提升港航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大力发展江海直

达、沿江捎带等航运业务,提升航运服务功能,提升武汉长江中游

航运中心集散能力。 构建内畅外联陆运大通道,扩大中欧班列服

务范围,力争打造中欧班列中部集结中心。 推进现代综合交通枢

纽城市建设,实施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2. 完善国内直达交通网络。 提升国内航线密度,打造国内航

空快线,完善国内支线网络。 建设“超米字型”高铁网络,加强都

市圈城际铁路延伸对接,推动城市轨道交通、干线铁路、城际铁路、

市域铁路“四网融合”,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 提升公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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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连通水平,构建以武汉为中心、辐射武汉都市圈的 “七环三十

射”高快速路网络,推动武汉都市圈出行直联直通直达。
    

3. 优化城市公共交通布局。 打造 “世界级地铁城市”,力争

到 2030 年底,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 850 公里,在场站综合体内

导入城市商业、商务、文化服务功能,让交通枢纽成为消费产业的

展示和贸易窗口。 优化交通枢纽与消费载体交通对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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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

互通。 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完善城市慢行交通

系统。
    

4. 构建现代物流供应体系。 全面提升枢纽经济能级,大力发

展临港、临空、高铁经济,加快创建“五型”国家物流枢纽,打造国

家物流枢纽经济示范区。 建设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城市,

培育一批供应链服务龙头企业,加强各方信息共享应用,围绕供应

链企业,加强金融、交通、物流等服务创新。

(五)营造开放交流新环境

以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为目的,加大对外开放交流力度,拓宽

国际消费合作领域,打造国际化、快捷化、舒适化的消费环境。
    

1. 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 实施外籍人士“家在武汉”工程,完

善涉外医疗机构、外籍人员移民事务服务体系配套,规范建设服务

场所多语种标识,建设国际化社区。 争取更多境外机构、国际性组

织和国际商会协会落户武汉。 提升入境消费便利度,用好外国

人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争创境外人士境内移动支付服务试点,

建设出入境“15 分钟服务圈”。 推动城市管理国际化,改进政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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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网站外文网页,做实外文报刊、电视、广播等涉外信息传播平台。
    

2. 拓宽对外开放交流。 积极参与国际双边多边交往,每年举

办 5 场以上重要外事活动。 实施“友城常青”工程,每年开展 15 项

友城重点交流项目。 积极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稳妥推

进重点领域对外开放,形成服务业扩大开放新格局。 加强城市营

销,实施城市形象塑造传播行动,统筹运营好海外社交媒体“武汉

账号”,实施好城市形象传播项目。
    

3. 强化区域消费联动。 深化武汉都市圈城市在重点消费领域

合作。 推进省域消费联动,形成错位竞争、合作配套的区域消费新

格局。 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分工协同,推动消费产业共育共

通,支撑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4. 完善促进消费市场机制。 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打造

市场监管投诉平台。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健全守

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完善质量标准和后评价体系。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工作领导小

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加强统筹协调,负责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培育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商务局)负责日常工作,对

重点任务、重大项目实行清单化管理,及时督促落实,定期报告工

作进展。

(二)完善政策配套。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根据本实施意见

出台贸易、产业、招商、会展、旅游、教育等专项政策和配套措施,在

城市规划、财税金融、用地审批、营商环境、活动举办等方面加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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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更新修编武汉商业网点布局规划,在城区更新改造和新的相

关城建项目中,严格落实相关商业配套设施建设政策。 各区、各部

门和单位加大对各消费领域市场主体培育力度,制定各领域支持

政策,推动商贸类企业“个转企” “小进限” “限上市”,构建梯次成

长发展格局。

(三)加强试点示范。 对照国际先进标准,支持有条件的区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先行区,因地制宜建设区域型、特色型消费创

新平台,打造国际消费重要承载区。 加强重点项目谋划,建立市区

两级项目库,谋划、储备、推进一批重点项目。 积极争取国家有关

部委和省有关单位更大政策支持。

(四)加强运行监测。 建立健全统计监测和信息服务机制,完

善覆盖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统计监测体系,定期发布消费运行态势

报告,及时反映消费新趋势、新情况。 定期开展专业化评估考核,

多维度反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进展、成效和不足。 创新统计

方式方法,探索运用第三方支付大数据,推动消费监测关口前移,

提高运行调度精准性。

附件: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武 汉 市 人 民 政 府

2023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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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主要任务 具体内容

一、擦亮武汉国际新名片

1

2

3

4

5

6

7

8

9

构建 “大江大
湖 + 消费” 格
局

释放 “大学 +
消费”潜力

促进 “数字 +
消费”发展

统筹做好沿江、环湖的历史人文、生态旅游、休闲观光、商业服
务等消费功能区块空间规划。

严控沿江、沿湖建筑体量和风格,塑造城市标志性建筑景观。

建设长江主轴世界级城市中轴文明景观带、东湖生态绿心等
重点滨水文旅展示区。

推进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建设,支持在汉高校开展国际交流
合作,承办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国际职业技能赛事、职业教育
培训,搭建来汉留学一站式服务平台,打造“留学武汉”品牌。

鼓励高等院校建立产学研联盟,建设技术研发平台、大学生创
业服务平台,打造环大学创新创业带。

围绕大学生集聚区建设一批创意空间,办好动漫展、电影节、
艺术节、音乐会、电子竞技赛事等一系列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
活动。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与零售消费高效
融合。

培育智慧商店、智慧餐厅、智慧驿站等新零售示范应用场景。

有序发展在线医疗、在线文娱、智慧旅游、智慧体育等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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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任务 具体内容

二、培育国际消费新品牌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打造武汉制造
品牌

打造武汉服务
品牌

提升东风汽车、岚图汽车等本土汽车品牌知名度,提高东风本
田、上汽通用等合资品牌本土化能力,加快吉利路特斯、东风
云峰项目投产达产和小鹏汽车、东风高端新能源、上汽通用智
能纯电平台等项目建设。 释放出行消费潜力,落实各类购车
汽车优惠补贴政策,优化城市交通网络布局,大力发展智慧交
通,推进汽车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加强停车场、充电桩、换
电站、加氢站等配套设施建设。

培育中国信科、长飞光纤等一批光电行业领军企业。 稳步扩
大手机、电脑等终端消费电子产品产量和消费规模。

提高马应龙、健民药业等生物医药行业知名企业品牌美誉度。
加快推进华大智造、迈瑞医疗等一批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建设。

实施“打造名品”“培育名企” “汇聚名家”工程。 促进民族品
牌同国际标准接轨,充分衔接国际国内消费需求,增加中高端
消费品供应。

做大金宇“跨境购”购物广场、绿地(武汉)全球商品贸易港等
进口商品集散分拨中心,重点推动汉口北、汉正街两大电商直
播集聚区建设,培育 10 个以上电商直播基地。

推动发展电竞、剧本杀、密室逃脱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模式,
探索麦德龙、山姆等会员制商业模式,支持企业发展、探索引
进购物消费新业态,招引国际知名服务企业和品牌。

实施会展品牌“四个 10”发展计划,大力招引国际国内品牌展
会来汉举办,做大做强汉交会、世界大健康博览会、武汉时装
周、文化旅游博览会、武汉设计双年展。

支持烽火通信、高德红外等企业持续为工业设计创新赋能,促
进武汉设计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变。

配齐餐饮、生鲜等基本保障类和养老托育、家政服务、运动健
身等品质提升类社区业态,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鼓励良品
铺子、周黑鸭等品牌数字化升级,推进中百罗森、Today 等品牌
连锁便利店均衡发展,打造 100 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1—



序号 主要任务 具体内容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打造武汉文旅
品牌

打造武汉康养
品牌

充分发掘武汉人文风情,弘扬武汉英雄城市精神。

加强汉剧、楚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举办汉派艺术
嘉年华活动,办好武汉“戏码头”中华戏曲艺术节等一批文艺
活动,承办中国戏曲梅花奖等一批国际国内知名艺术节会。

开发旅游纪念品和文创产品,依托场馆资源打造沉浸式场景,
打造旅游演艺产品,创新旅游展陈方式。

促进“读书之城”建设,完善图书服务网络,办好武汉书展,打
造“书香武汉”全民阅读品牌。 建设亚洲一流购书中心。

规划建设全国知名的大型野生动物园、大型主题公园、冰雪大
世界等新型景区。

打造长江夜游、东湖夜游等 10 条知名“夜游江城”线路和木兰
不夜城等一批大型文旅综合体。

丰富旅游消费领域,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培育邮轮、低空等旅
游业态。 依托武汉汉南通用航空机场,释放通用航空消费潜
力。

推进大中华、蔡林记、黄鹤楼茶叶等武汉美食老字号创新发
展,组织“啤酒节”“食博会”等美食品鉴营销活动。

推动武汉马拉松、“7. 16”渡江节等品牌赛事市场化、国际化、
精品化发展,积极申办网球等领域国际国内顶级赛事。

加快武汉全民健身中心等体育消费集聚区建设,发展水上、山
地、室内冰雪、骑行、户外探险、电子竞技等时尚运动项目以及
运动康复、运动休闲等延伸体育消费项目 100 个。

创建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医养融合康复服务中心、人工智能
养老社会实验社区、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机构,建设盘龙
城、柏泉等 6 个康养小镇。

倡导绿色低碳消费,促进绿色低碳产品生产使用,促进居民耐
用消费品绿色更新和品质升级,推动电商平台扩大绿色产品
销售,推进过度包装治理;推动绿色建筑发展,全市新建民用
建筑在设计阶段绿色建筑标准执行率达 100%,竣工建筑中绿
色建筑占比达 99. 5%以上;建设绿色宜居城市,到 2025 年,建
设各类公园 300 个,打造花田花海 300 公顷、城市绿地 2000 公
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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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任务 具体内容

三、布局消费场景新地标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建设 “两江四
岸” 城市核心
地标

提升消费集聚
功能

打造以“两江四岸”为核心,游赏购玩一体的城市核心消费地
标。

构建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建设东西山系生态人文廊道,打造贯
通全域的滨水旅游景观大道。

建设武汉城市商脉主轴,以汉正街为核心,围绕 2. 5 平方公里
主轴区域,做好重点项目招商引资,提质发展现代商贸业,激
发城市商业活力。

提升月湖片琴台中央文化艺术区文化集聚区影响力,打造汉
阳龟北片国际文化交往中心,完善归元片国际交往服务功能,
形成精致互补的艺术、人文、商务、会展等消费功能区。

建设黄鹤楼城市地标、首义历史文化、武昌农讲所红色旅游、
昙华林艺术时尚、归元寺佛教文化、武昌湾工业文化、武广高
端购物、江汉路及中山大道休闲购物、汉正街商贸服务、三阳
设计之都创意生活、青岛路文化创谷等一批文旅购物消费承
载地。

武昌地区以环东湖片为核心,围绕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名胜区,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两所世界知名院校,洪山大学之城及
东湖西北岸现代城市功能,打造集聚教育科研、文化旅游、自
然休闲、创意产业、商业服务等一体的滨水旅游消费核心区。

汉口地区以黄陂天河片为核心,加快打造汇聚高端化服务经
济、高流量贸易经济、高溢出会展经济,面向全球的特色型空
铁枢纽免税旅游消费集聚地、国际化消费集聚区。

汉阳地区以环后官湖片为核心,突出知音文化与水文化等特
色,大力发展生态宜居与休闲旅游度假等“两型产业”,打造生
态宜居消费新区。

聚焦武汉新城建设,以东湖科学城为核心引擎,打造科技创
新、科创金融、国际交往亮点区域,塑造中国式现代化宜居湿
地城市样板。 长江新区以江湾中心为核心,承载国际交往、国
际贸易、金融商务等现代都会服务功能,打造世界级滨水城市
形象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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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任务 具体内容

40

41

42

43

44

构建多元包容
消费空间

提升航空路商圈、中南中北商圈等 6 个商圈建设水平,形成一
批具备高端购物、文化旅游、金融商务等功能的国际一流商
圈。

推进江汉路步行街、光谷步行街、楚河汉街等重点商业步行街
业态提升,打造场景化、智能化、国际化高品质步行街。

加快打造花园道、K11 广场等集传统风貌、品牌购物、文化创
意、美食品鉴、休闲娱乐和交互体验等于一体的 11 条特色街
区。
支持九峰森林动物园、武汉欢乐谷、法式动漫主体乐园等一批
主题动物园、植物园、科普园、公园、乐园建设,挖掘“园区+消
费”新潜力。

推进武商梦时代、武汉华联(SKP)等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建
设运营,打造新型标杆式购物中心。

四、畅通国际消费新通道

45

46

47

48

49

50

51

建设国际综合
交通枢纽

完善国内直达
交通网络

构建链接全球航空运输大通道,完善武汉空中通道体系,发展
客货中转业务,推进机场扩容升级,加快形成天河机场、花湖
机场国际航空客货运双枢纽。

构建通江达海水运大通道,推进港航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
水运航线,提升航运服务功能,建设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

构建内畅外联陆运大通道,扩大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力争打造
中欧班列中部集结中心。

推进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实施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
程。

加密与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核心枢纽间的航
线航班,建设辐射中西部地区重要城市的国内支线网络。

加强武汉都市圈城际铁路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
城际铁路的延伸对接,推动城市轨道交通、干线铁路、城际铁
路、市域铁路“四网融合”。

提升公路快速连通水平,构建以武汉为中心、辐射武汉都市圈
的“七环三十射”高快速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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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56

57

优化城市公共
交通布局

构建现代物流
供应体系

力争到 2030 年底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 850 公里。

在场站综合体内导入城市商业、商务、文化服务功能,让交通
枢纽成为消费产业的展示和贸易窗口。
优化交通枢纽与商圈商街、重点景点等消费载体交通对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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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交通互联互通。
加快建设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
“五型”国家物流枢纽。
创建国家物流枢纽经济示范区,推进阳逻国际港一体化建设
运营,推动汉欧国际物流园、天河机场保税区、花湖机场国际
物流区等项目建设。
建设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城市,培育一批供应链服务
龙头企业,围绕供应链企业加强金融、交通、物流等服务创新。

五、营造开放交流新环境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提升国际化服
务水平

拓宽对外开放
交流

强化区域消费
联动

实施“家在武汉”工程,建设国际医院、国际学校、国际社区、国
际标识体系。

争取境外人士境内移动支付服务试点,解决外国游客在汉网
络通讯等问题。

改进政府门户网站外文网页,做实外文报刊、电视、广播等涉
外信息传播平台。
积极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稳妥推进科技、商务、教
育、交通、金融、健康医疗、数字经济、文体娱乐等服务业重点
领域对外开放。

实施城市形象塑造传播行动,统筹运营好海外社交媒体上“武
汉账号”,讲好武汉故事,办好城市形象传播项目。

加快推动武汉都市圈在商贸、会展、旅游、教育、健康、医疗等
重要消费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促进消费资源共享、消费活动共
建。

依托武汉都市圈,带动襄阳都市圈、宜荆荆都市圈形成错位竞
争、合作配套的区域消费新格局。

推进城市群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消费产业共育共通,引领长
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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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办公厅,武汉警备区,各人民团体,各民
主党派。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检察院。
各新闻单位,各部属驻汉企业、事业单位。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 年 3 月 10 日印发　

序号 主要任务 具体内容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完善促进消费
市场机制

完善政策配套

加强试点示范

加强运行监测

打造综合、高效、畅通的市场监管投诉平台,建立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多渠道服务群众诉求新机制,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
建立小额消费纠纷快速裁决机制,推动大型商超、品牌连锁、
购物中心等具备条件的经营主体实行消费纠纷先行赔付制
度。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
戒制度,完善质量标准和后评价体系。

出台贸易、产业、招商、会展、旅游、教育等专项政策和配套措
施。

更新修编武汉商业网点布局规划。

研究制定培育壮大各领域市场主体的支持政策。 推动商贸类
企业“个转企”“小进限”“限上市”,构建梯次成长发展格局。

支持有条件的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先行区,因地制宜建
设区域性、特色型消费创新平台。

建立市区两级项目库,谋划、储备、推进一批重点项目。

建立健全统计监测和信息服务机制,定期发布消费运行态势
报告。 创新统计方式方法,探索运用第三方大数据,提高运行
调度精准性。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