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茂名市人民政府文件 
 

茂府〔2018〕39 号 

 

茂名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茂名市扩大 
和升级信息消费实施方案 
（2018-2020年）的通知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广东茂名滨海新区、茂名高新区、水东

湾新城管委会，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茂名市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反映。 

 

 

                                   茂名市人民政府 

                                  2018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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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

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国发〔2017〕40 号）

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实施方

案（2018-2020 年）的通知》（粤府〔2018〕27 号），进一步释放

发展活力和内需潜力，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结合茂名实际情况，

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消费领

域的融合应用，扩大网络化、智能化、个性化的多层次信息消费，

加快构建安全、便捷、丰富的信息消费体系，促进全市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2020 年，全市光纤接入用户累计达 114.3 万户，

光纤入户率达 75%，100M 以上光纤接入用户达到 100.6 万户，100M

以上光纤接入用户占比提升至 88%。4G 移动通信基站累计达 29380

座，NB-IoT 基站达到 989 座，全市 4K 电视用户达到 70 万户，全

市信息消费规模达到 160 亿元、年均增长 20%以上；全面建成全光

网城市，落实省工作部署推进开展 5G 网络商用。  

二、主要任务 

（一）发展生活类信息消费。  

1.扩大 4K 电视消费。落实全省新数字家庭行动，推广 4K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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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应用示范。力争到 2025 年，建成以 4K 电视为核心的超高清互

动数字家庭网络，促进 4K 电视进入家庭，推动 4K 超高清节目入

网，降低 4K 电视网络资费。发展 4K 电视+电商、休闲娱乐等新型

增值服务。  

2.发展数字创意消费。实施文化科技创新工程，推进中国标

准关联标识符（ISLI 标准）产业化应用，积极发展基于 ISLI 标准

的多形态数字出版产品。推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与数字媒体融合

发展，支持本市媒体企业转型发展数字影音、动漫游戏、网络游

戏等数字文化产业。推动广电运营企业发展面向智能电视的媒体

融合、信息共享、智能互联等应用，发展交互式网络电视、手机

电视、有线电视宽带服务等新兴业务。  

3.提升智慧社区消费。统筹通信基础运营商加快建设面向 5G

网络的物联网与智慧城市应用硬件建设，推进供水、供电、供气、

排水、照明、消防、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物联网改造升级。推动

智慧社区信息平台建设，整合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服务企业信息

资源，推进社区服务信息资源集成。支持社会机构发展生活智能

终端产品和应用，扩大智慧物业管理、养老助残、家政、餐饮、

购物等线上线下融合的生活服务消费。  

4.扩大智慧旅游消费。推进本地旅游加入广东“互联网+旅游”

服务云，实现旅游企业上云用云。鼓励景区和旅游机构联合建设

在线旅游平台，发展在线导游、导览、导购、投诉等网络旅游消

费。推广虚拟旅游产品，扩大 3D 美景欣赏、游客互动交流等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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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消费。  

（二）发展公共服务类信息消费。  

1.发展智能交通消费。发展交通公共大数据消费。推广“广

东交通”信息服务体系深化工程应用，按省部署完成全省汽车客

运联网售票服务工作任务，推行“一站式”查询、“一票到家”等

交通出行信息服务。  

2.促进智慧医疗消费。实施智慧医疗惠民工程，推动涵盖全

员人口信息、电子病历和电子健康档案的市级全民健康信息综合

管理平台建设，并接入省级全民健康信息综合管理平台，推动扩

大医疗健康信息消费。加快全市“互联网+健康医疗”建设，发展

线上线下联动的挂号预约、移动支付、药品物流配送、健康咨询

等网络医疗消费。鼓励医院发展临床决策、影像识别、癌症早筛

等智能医疗消费。  

3.推动网络教育消费。推广“广东教育云”应用本地化，推

广省的教学资源云服务体系，实现省、市、县三级优质教学资源

联网共享。在学校、培训机构推广网络教育软件产品消费，发展

互动教学、个性定制等在线教育服务。鼓励教育机构和企业建设

网络教育商城，扩大线上线下结合的教育培训消费。支持职业院

校、培训机构开设面向全市特别是农村的信息消费技能网络课程，

提升电子商务、网络支付、风险防控等信息消费技能。  

4.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全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推广政务

服务事项网上全程办理，建立统一的政务服务大数据库，推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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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网上办事和精准化服务。推进网上行政审批标准化，统一规

范市、县行政许可事项，简化办理流程、缩短办理时限、降低办

事成本。实施政务信息资源整合计划，实现与“开放广东”省政

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对接，推进政府部门依法有序开放各类公共

数据资源。  

（三）发展行业类信息消费。  

1.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支持跨行业、跨领域和行业性的工

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培育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技术、模式领先

的工业互联网服务企业。推动工业企业采取按需付费的模式，运

用工业互联网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带动 700 家企

业“上云上平台”，降低信息化构建与运营成本。推动软件企业加

快发展面向重点硬化行业的智能工业软件。  

2.推动物流信息消费。积极推进国家交通物流平台广东区域

分平台和广东内河航运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应用，促进全市货运枢

纽场站、港口码头和物流园区的与省内相关企业互联互通。推进

多式联运系统建设，开展全程物流信息服务。推广省物流信息服

务平台应用，建立物流信息采集、交换、共享机制，扩大现代物

流公共信息平台、专业平台、车货之间的物流信息消费。支持物

流龙头企业建立整合供应商、物流配送和客户信息的商业智能大

数据系统，扩大车辆定位、供需对接、货物分拣、智能配送等信

息消费。 

3.扩大电子商务消费。鼓励市龙头骨干企业建设一批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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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垂直电子商务平台，加快发展专业化、精

准化电子商务服务。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加快各具特

色的县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建设，构建衔接农产品龙头企业、批

发市场、配送中心和农资流通企业的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体系。鼓

励各类经营主体参与建设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引导电子商务和物

流服务企业为农村电子商务提供仓储物流、代运营等服务。  

（四）发展新型信息消费。  

1.提升人工智能电子产品消费。推动人工智能与电子产品深

度融合，大力发展智能化电子产品。支持信息通信企业发展 5G 智

能手机软硬件和基于 5G 网络的高清视频、智能物联等新型信息消

费。支持家电骨干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开展跨界合作，发展具有人

机交互、消费者行为分析等高端功能的智能空调、智能冰箱、智

能安防产品消费。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头戴类、体感类、

手套类等消费级虚拟现实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影视、游戏、文学

等虚拟现实内容服务。  

2.推广智能机器人消费。围绕教育娱乐、助老助残、家庭服

务、医疗康复、餐饮服务等领域，推广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的

服务机器人应用。推广医疗、护理、康复等医疗卫生领域服务机

器人应用，支持医疗机构推广手术机器人应用，扩大在精细介入

感知技术、个性化精准治疗等领域应用。支持医院推广手术、康

复、辅助医疗机器人应用，推广疾病筛查分析、临床决策支持、

医用教学等医疗机器人应用。加快推广防灾救灾、建筑施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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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检测、民用防爆等领域的特种机器人应用。  

3.发展智能运载产品消费。在农业、治安、国土资源、城市

运行管理等领域扩大影像侦查、家庭服务、飞行租赁等无人机、

无人车消费，在游艇自由行、环保监测、搜索救援、安防巡逻等

领域发展无人船、无人艇消费。  

4.推广北斗导航信息消费。积极支持推动北斗导航与移动通

信、地理信息、卫星遥感、移动互联网融合在本地应用推广，扩

大位置信息服务消费。 

（五）培育分享式信息消费模式。  

1.发展生活资料分享消费。规范发展共享交通，健全共享市

场准入制度、行业标准规范和互联网共享平台，培育专车、拼车、

分时租赁、P2P 租赁等共享交通新业态。支持发展固定资产、商旅

短租、日租、民宿等多种形式的分享生活服务。  

2.发展生产资料分享消费。大力发展“互联网+”小镇等产业

载体，支持园区、企业建设分享厂房、分享仓库，发展生产资料、

生产技术、生产能力分享模式。支持高等院校将实验设备、研究

室、团队等打造成分享型研发设计平台或分享工业云，向全社会

提供创客服务、协同制造、协同研发等分享生产服务。  

3.发展智力资源分享消费。鼓励企业、民间组织和社会公众

积极分享研发成果、知识技能、劳力资源。支持龙头企业在科学

研究、生产制造、医疗服务、创意设计等领域发展一批在线知识

分享平台，促进各专业领域的信息、技术、成果充分共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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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建设智力资源分享平台，发展家政、快递、代驾等分

享服务新模式。  

（六）优化新型信息消费环境。  

1.推动提速降费。实施新一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推进基于 IPv6 的下一代互联网规模化部署，加快 50M 起步、

100M 普及、1000M 引领的全市高速光纤网络建设，推动 5G 网络和

NB-IoT 网络城乡覆盖，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打造广覆盖、高

速率、多业务融合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督促指导全市电信运营企

业加大提速降费力度，进一步降低企业和居民信息消费成本。 

2.普及网络支付。推广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推广网络支付

平台在居民缴费、购物、娱乐等日常生活领域的应用。推广联网

通用的移动支付。鼓励金融机构发展促进信息消费的新产品、新

服务。支持与规范各类支付机构开展业务模式创新，推广小额、

快捷、便民的小微支付方式。加快发展面向工业、农业、交通、

商业、旅游等行业的网络支付消费。  

3.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健全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平台，推广

“广东信用网”应用，推进电子商务主体身份标识制度建设，落

实网店实名制，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信用机制。

接入“广东网络市场监管综合信息平台”应用，支持开展联合惩

戒进政务大厅试点。加快企业和个人诚信记录体系建设，加强诚

信宣传教育，规范诚信信息共享使用，完善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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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各地各部门推进全市信息消费发

展，市直各单位按职责分工推进各领域信息消费发展。各地政府

要将发展新型信息消费作为政府工作重点，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

体政策措施，积极培育扩大信息消费新应用、新模式，推动新型

信息消费加快发展。  

（二）加强政策支持。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涉及信息消费的行政审批程

序，着力消除阻碍信息消费的行业性、地区性、经营性壁垒。创

新行政管理方式，落实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降低互联网企业

设立门槛。鼓励各地依法依规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PPP）等模式，加快新型信息消费领域技术研发和重大平

台、体验中心建设。完善信息消费统计监测制度，将智能产品、

互联网业务、数字内容等纳入信息消费统计。  

（三）加强试点示范。  

学习广州、深圳、佛山等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先进经验，

建设本市信息消费示范城市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应用、

新数字家庭、文化娱乐、电子商务、智能教育、智能医疗、智能

交通等领域，积极组织本地企业申报省级信息消费试点示范项目，

形成辐射带动效应。举办信息消费体验活动，推广信息消费示范

城市、示范平台、示范项目的经验成果，促进信息消费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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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信息保护。  

落实省工作部署，整顿和规范信息消费市场环境，加大对信

息消费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惩戒力度，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违规行为。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机制，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查处机制，开展网络领域知识产

权维权行动。严格落实企业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责任，防范个人

信息泄露和滥用，加大对窃取、贩卖个人信息等行为的处罚力度。

加强互联网规范管理，加快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攻关和标准体系建

设，构建安全可靠的信息消费环境。 

 

附件：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有关部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 

       民检察院，各驻茂部队，中央、省驻茂单位，各人民团体，各高 

       等院校，各新闻单位。 

 茂名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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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序号 工  作  任  务 负责单位 

1 实施新数字家庭行动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通信建

设管理办公室等 

2 推动 4K 电影、电视剧等视听节目的创作与生产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 

3 实施文化科技创新工程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科技局、市发展和改革局等 

4 推进 ISLI 标准产业化应用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 

5 建设面向 5G 网络的物联网与智慧城市应用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等 

6 推动智慧社会应用 
市民政局、市发展和改革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7 推广“互联网+旅游”服务云应用 市旅游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展和改革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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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  作  任  务 负责单位 

8 推动全域旅游区示范区建设智慧景区 市旅游局等 

9 推广全省综合运输公共信息服务大数据应用 市交通运输局等 

10 推广“广东交通”信息服务体系应用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和改革局等 

11 
推进智慧医疗惠民工程，推广全民健康信息综合管

理平台应用 
市卫生计生局、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市发展和改革局等 

12 推广“广东教育云”应用 市教育局等 

13 
支持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开设信息消费技能网络课

程 
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14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市政管办等 

15 推广网上行政审批标准化 市政管办、市编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 

16 实施政务信息资源整合 市政管办等 

17 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工业互联网服务企业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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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推动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和企业“上云上平台”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等 

19 
推广国家交通物流平台广东区域分平台和广东内河

航运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应用 
市交通运输局等 

20 
推广全省多式联运系统应用，开展“一单到底”全

程物流信息服务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和改革局等 

21 推广省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应用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2 
支持物流龙头企业建立整合供应商、物流配送和客

户信息的商业智能大数系统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 

23 发展电子商务 市商务局、市发展和改革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 

24 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 市商务局、市农业局等 

25 推广 5G 网络的新型信息消费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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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推广智能家居产品和虚拟现实产品消费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等 

27 推广服务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应用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展和改革局、市科技局、市卫

生计生局等 

28 推广无人车、无人机、无人船消费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科技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局、市海洋渔业局等 

29 发展生活资料分享消费 
市交通运输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发展

和改革局、市旅游局、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等 

30 发展生产资料分享消费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展和改革局、市科技局、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31 发展智力资源分享消费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商务局、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教育局等 

32 实施新一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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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推动 5G 网络和 NB-LOT 网络城乡覆盖，实施信息进

村入户工程 
市各电信运营商、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局等 

34 
督促指导市电信运营企业加大提速降费力度，进一

步降低企业和居民信息消费成本 
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 

35 推广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应用 
人民银行茂名市中心支行、茂名银监分局、市金融工作

局等 

36 完成省“广东信用网”下达我市建设任务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市金融工作局等 

37 
完成省“广东网络市场监管综合信息平台”下达我

市建设任务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发展和改革局等 

38 加快企业和个人诚信记录体系建设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 

39 完善信息消费统计监测制度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统计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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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整顿和规范信息消费市场环境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 

41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查处机制，开展网络领域知

识产权维权行动 
市知识产权局、市科技局等 

42 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建设 市科技局、市委网信办等 

43 加强对扩大信息消费政策措施的宣传解读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政府办公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