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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的意见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单位）：

为促进我市经济提质增效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构

建与 “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相适应的服务产业体系，提升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

度，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经市政府同意，提出如

下意见。

一、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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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精神，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建设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目标任务，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济

南特色，实施创新融合、项目带动、产业集聚、商圈引领、

品牌提升战略，培育新兴消费模式，发展高端消费业态，提

升消费国际化水平，着力将济南打造成为根植齐鲁、辐射华

东、面向全球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高地。

（二）发展目标。到２０２５年，打造形成１０个高端生活

性服务业集聚区，５个国际时尚高端消费商圈，５５个商旅文

主题消费打卡地，６０个 “济南必买”名片产品，年入境旅

客突破６５万人次，基本形成布局合理、深度融合、业态完

善、功能齐备的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态势，生态化、数

字化、品质化、时尚化、个性化建设成效明显，商品品牌和

特色服务产品引领时尚化消费潮流，成为世界旅游消费目的

地，打造成为具有时尚、青春、活力四射的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

二、重点领域

（一）优化提升商业品质，赋予 “厚道鲁商”新内涵。

引进大型时尚集团和顶尖设计师，承办国际时装周、珠宝设

计发布会等国际商业活动，集聚高端服装、化妆品、珠宝、

酒类、跑车、公务机等时尚消费品牌，提升国际金融城、泉

城路等核心商圈品质。鼓励国际国内商业品牌 “首店”“旗

舰店”等落户济南，支持连锁企业在济设立总部或区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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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职能总部等。加快构建 “智能＋”消费生态体系和 “买

全球卖全球”消费平台体系，在无人零售、营销手段、支付

方式、客流导入、消费数据分析等方面创新服务，建设一批

智慧商圈、智慧商店，增强线下商业的体验与服务优势，打

造 “新零售”发展高地。（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投资促

进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发展改革委）

（二）传承提升餐饮服务，叫响 “味道济南”新名片。

创新服务模式和业态，提倡使用传菜机、机器人、自助点

餐、网络ＡＰＰ等智能服务设施，提升品牌溢价，推广 “分

餐制”文明进餐方式，鼓励发展各类融入书店、花店、家居

等元素的跨界混搭主题餐厅。弘扬鲁菜文化，畅通食材对接

渠道，推动菜品持续升级，以鲁菜文化城为载体，宣传鲁菜

文化，提升鲁菜的全球知名度、影响力和竞争力，振兴泉城

美食品牌。提升餐饮服务品质，支持餐饮企业积极创建国家

钻级酒家酒店和中国绿色饭店 （含国家级绿色餐饮企业）品

牌，推广精细化服务，实现标准化发展。（责任单位：市商

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发展改革委、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三）融合创新文化服务，焕发 “古韵泉城”新生机。

挖掘济南两千多年历史文化底蕴，依托 “芙蓉街—曲水亭街

—后宰门街—县西巷”历史遗存核心区，整合内容创作、创

意设计、品牌推广等领域，策划推出特色演出、动漫、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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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影视、工艺品，打造 “泉水文化”核心ＩＰ。推进数字

文化建设，推广５Ｇ技术应用领域，积极打造４Ｋ／８Ｋ超高

清融媒体中心，推动全息虚拟现实技术与文化产业深度融

合，开发云游戏、沉浸式视频等数字化文创产品。构建现代

化公共阅读服务体系，打造高品质 “泉城书房”。培育文化

内容创作团队，鼓励建设文化创业服务平台，加强创业孵

化，激发创造活力，营造文创氛围，培养和吸引一批具有战

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的高端文化创意大师级人才。（责任单位：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发展改

革委、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四）厚植高端旅游底蕴，赋予 “泉城济南”新体验。

依托泉城 “名山、名泉、名湖、名城、名士”以及商河通用

航空基地、莱芜雪野航空科技体育公园等资源，发展低空飞

行、极限体育、户外探险等高端旅游产品，推出泉城夜宴、

泉城人家、泉水生活、温泉养生等个性化泉城游产品。提升

高端旅游体验，聚焦传统文化街区改造，建设一批植根泉城

文化、唯美设计、和而不同的特色品牌连锁酒店、五星级酒

店，打造 “泉城人家”特色精品民宿品牌。（责任单位：市

文化和旅游局、市发展改革委、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五）激发家庭理财市场，做强 “财富涌泉”新宝地。

对标纽约曼哈顿、伦敦金丝雀码头，深度挖掘具有金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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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和金融文化氛围的特色空间载体，争取私人银行、私募

股权、期货黄金、证券基金和家族财富管理类金融机构等来

济落户，打造济南特色金融消费新地标。引入区块链、云计

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发展集移动、互联、智

能于一体的智慧型金融机构，开展投资理财咨询服务，鼓励

建设金融科技实验室等平台，努力成为金融消费创新策源

地。推动消费领域股权基金、创业基金、产业基金集聚，打

造财富小镇，为省会都市圈高净值人群提供家族信托、慈善

基金、大额保险、资产配置等创新性金融服务，打造财富管

理新地带。（责任单位：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济南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市投资促进局、市发展改革委）

（六）集聚高端医疗资源，打造 “齐鲁医学”新地标。

对标美国休斯顿医学中心，依托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高

水平建设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大学国际医学中心、山东

省肿瘤医院质子临床研究中心、树兰 （济南）国际医院等项

目，实现全科＋专科高端诊疗、国际商业健康保险直付和多

语种场景服务，打造 “东方休斯顿”医疗之城。发挥自贸试

验区共享合作平台优势，建设中日韩标准化国际共享医院，

探索实行中日韩医疗资质互认，吸引高水平医生来济执业行

医，积极发展国际化私属医疗服务，开展高端医美、基因检

测、健康体检、高端护理等服务，支持片区内医疗机构按有

关规定开展干细胞临床前沿医疗技术研究。依托国家健康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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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大数据北方中心加快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培育互联网

医院、智能医疗可穿戴设备等新兴业态，开展５Ｇ在智慧医

疗领域的试点示范应用，实现远程会诊、远程院前急救等应

用。（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国际医学科学

中心管委会、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管委

会、市发展改革委）

（七）统筹自然人文禀赋，催生 “康养名城”新业态。

发挥中药材种植基地示范作用，加快发展莱芜丹参、长清栝

楼、平阴玫瑰等道地药材种植。深入挖掘 “宏济堂”“赵树

堂”“百味堂”等老字号中医药资源，提升特色传统炮制技

术和工艺，推动中医药与健康养老、健康旅游、健康文化、

健康保险等融合发展。依托山水、温泉、湿地等资源，提升

莱芜雪野、商河温泉、济西湿地康养基地建设，规划打造泰

山北麓康养基地，创建济南特色的保健、美容、生态及运动

养生康复品牌。搭建智能化健康养老管理平台，借鉴国际先

进养老技术、理念和模式，积极培育和引进知名高端养老机

构，提供医养、康养、智养、学养、乐养、享养的 “一站

式”养老服务。（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市

发展改革委、市医保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局、济

南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八）构建高端教育体系，建设 “智创未来”新高地。

加快完善教育云服务体系，支持在线选课、知识付费、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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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等 “一站式”教育服务，鼓励建设全景课堂、虚拟交互

体验实验室，支持开展远程互动教学、虚拟现实沉浸式教

学、人工智能教学评测和校园智能化管理等试点。依托商业

地产平台，引进高端教育机构，提供招生引流、ＩＰ孵化、

赛事组织等增值服务，建设 “商业地产＋高端教育”融合发

展生态圈。建设和引进 “湖畔大学”类高端培训机构，量身

定制精英人才培养方案，开办国际高端课程，搭建汇聚高端

人士、高端人脉的交流平台，探索打造儒商商学院等高端教

育品牌。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投资促进局、市发展改革委）

（九）丰富体育服务供给，创建 “赢在济南”新品牌。

持续实施品牌战略，打造 “春渡明湖、夏赛龙舟、秋寻百

泉、冬游泉水”系列赛事品牌，提升大明湖龙舟赛、泉水冬

泳节等本土特色赛事项目的国际化水平、赛事规模和运作水

准，聚人气、提品牌，形成 “赛事＋节事”互动。积极引进

各类国际顶级品牌赛事，着力发展济南本土足球、篮球、排

球、国际象棋、围棋、乒乓球、羽毛球等知名职业俱乐部。

发展高端休闲运动项目，利用济南自然资源优势，发展山地

赛车、壁球、击剑、马术等休闲运动，提供５Ｇ＋ＶＲ全景

观赛、智能体育穿戴设备、金牌管家等高端服务。推进健身

体育休闲与商务服务融合发展，打造集生产、生态、生活于

一体的体育商业综合体和特色小镇，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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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区打造以国际化、专业化足球场为主体的体育场馆建设，

策划户外体育旅游休闲基地、休闲垂钓基地等高端体育运动

休闲基地。（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发

展改革委、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十）精准对接高端需求，培育 “家务管理”新标杆。

丰富高端家政服务内容，加快家政服务人才向知识技能型、

专家管理型转变，支持家政企业发展家务管理、家庭教育、

幼儿托育、智慧养老、健康管理、智能家居、安全管家服

务，提供定制服务、多元服务，精准满足高品质群体生活需

求。积极对接国际高端家政服务企业，吸收学习世界先进的

家务管理理念及专业技能，推动家政行业规范化、职业化发

展。建设家政服务平台，提供信息发布、服务产品推荐、价

格指导、法律援助、政策咨询、公益资源调度等服务，通过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挖掘市场需求、分析消费特点、创

新服务项目、提升管理水平，大力发展家政电商、“互联网

＋家政”等新模式、新业态。（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

局）

三、重点工程

（一）产业生态化发展工程。积极推动企业平台化发展，

促进平台企业间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引流赋能，构建价值

共生、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体系。紧紧围绕十大领域，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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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消费需求带动房车、公务机、高品质酒类、金银珠宝等产

品加工制造环节向我市工业园区集聚，实现 “前店后厂”和

二三产业联动发展格局。加快东亚博览会永久场馆、济南绿

地国际博览城建设，搭建会展服务平台，吸引重大国际峰

会、世界性行业会议、品牌会议来济举办，扩大展览会议消

费规模，丰富国际优质消费品和高端产品供给。到２０２５年，

培育经认定的生活性服务业平台企业达到３０家以上，力争

每年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展会活动２０个以上。 （责任单

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外办、市卫生健康委、市体育局、市商务局、济南文旅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二）运营数字化建设工程。加强企业数字化建设，积

极引导规上企业发展成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加快推进

“智慧社区”建设，规划建设无人便利店、无人餐厅、无人

酒店等新零售智慧项目，引导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连锁化发

展，打造涵盖餐饮、文体休闲、百货、家政、医疗养老等数

字化服务的 “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积极培育 “智慧园区”，

高水平建设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加快建设网络直播大

厦、直播基地、短视频拍摄基地，规划建设网络电影制作基

地，打造数字服务产业集聚区。到２０２５年， “智慧社区”

“智慧园区”整体建设规模显著提升，生活性服务业企业数

字化程度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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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科技局、市商务局、市民政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

卫生健康委、市体育局）

（三）服务品质化提升工程。以 “上星、评级、创优、

认证”为目标，积极打造特色高端服务品牌。围绕打造精品

旅游景区、高端品牌商圈、高品质步行街、老字号餐饮企

业、钻级酒店、甲级医疗机构、省级以上检验检测机构，开

展文化遗产认定、创意设计评奖、注册金融分析师 （ＣＦＡ）

资格认证，按 “高、特、精、尖”的标准考量，打造一批高

端行业标杆。引导制定一批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的济南市地方

标准，鼓励有关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国家标准的制定。积极

开展服务业企业信用评级工作，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体系。

到２０２５年，十大领域行业认定工作服务质量大幅提升，老

字号企业、钻级酒家、甲级医疗机构等数量居全省前列，培

育１条国家级高品质步行街，打造１０个夜间经济精品示范

区。（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文化和旅游

局、市委宣传部、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发

展改革委）

（四）城市时尚化推进工程。对标米兰、巴黎、纽约、

伦敦、东京、香港、澳门等国际时尚城市，吸引国际时尚资

源向济南汇集。围绕服装、影视、设计、赛车等领域，引导

社会机构、行业组织和企业等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赛、

展览和论坛活动。提升中华服饰设计周、“泉城风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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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周等国际化水平，依托山东影视优质ＩＰ、华谊兄弟电

影城 （济南）等优势资源，打造商旅文主题消费打卡地，开

发房车营地会、环保服装秀、新品发布会等新颖时尚活动。

发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优势，探索实现日韩医疗产品在自

贸试验区率先上市。支持济南国际机场增开国际航线，争取

境外游客落地签证，加快构建国际城市旅游圈。到２０２５年，

济南国际机场开通国际航线５０条，时尚产业美誉度与影响

力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商

务局、市投资促进局、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

区管委会、市市场监管局、市外办）

（五）产品个性化定制工程。推动文旅、康养、教育、

体育等领域众筹定制、众包设计、个性化定制、柔性供应等

定制模式创新融合发展，开发老年、民俗、养生、医疗、运

动等细分市场度假旅游产品，加大消费市场研究与产品供

给，释放用户需求和购买力。鼓励高档服饰、珠宝首饰品牌

推出联名款、纪念款、涂鸦款、限量款、主题定制等产品，

引领消费风尚和潮流。支持汽车消费领域发展，通过搭建智

能定制平台，进行信息和数据分析，根据用户习惯与喜好，

在选车、购车、用车方面不断优化定制流程和产品，提供更

加智能化的服务体验。到２０２５年，高端个性化定制产品更

加丰富，服务体验显著提升。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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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委）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推进协同工作机制，健全生活性

服务业统计指标体系和服务消费统计制度，建立常态化监测

运行机制和评价机制。针对十大重点领域，由市发展改革委

总牵头，各领域牵头部门围绕行业发展精准施策，研究制定

各行业可落地的实施方案。加强绩效评价考核，发布年度服

务业发展工作任务书，推动十大领域产业发展和聚集。（责

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牵头，有关部门配合）

（二）加大政策扶持。对牵头制定相关服务业领域国际

标准、国家标准的企业给予政策扶持。支持高端服务业企业

申报企业技术中心，开展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园区、数字社区

认定工作，鼓励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升级和改造自动化装备，

对符合相关政策的给予资金与政策扶持。对认定为省级特色

小镇，并有一家规上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的镇政府给予资金支

持。（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

化和旅游局、市财政局）

（三）强化载体培育。通过政府平台新建一批、市区收

购改造一批、开发商自建一批的途径，建设整合一批高端服

务业集聚示范区。积极建设高端商业综合体，打造高端时尚

品牌、特色商品集聚地。以老商埠片区为中心，打造百年商

埠金融集聚区。以市级文旅平台为依托，加快推动济南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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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资源整合与统筹规划建设，引导各镇重点打造文旅、体

育、康养等领域特色小镇建设。以济南国际创新设计产业

园、星工坊·飞尔姆乐园等为载体，着力打造一批文创设计

产业园区。加强旅游度假区、特色景区等载体建设，大力发

展星级精品民宿。聚焦高端交通出行领域，积极打造无人

机、公务机、跑车等园区载体。（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商务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投资促

进局、市财政局、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四）推进 “双招双引”。重点瞄准商业、文化旅游、医

疗康养、教育、体育等领域的头部企业和上市公司，有针对

性地组织精准招商、联合招商、专项招商和定向招商。培育

和引进现代服务业高层次人才，鼓励吸引国内外知名时尚创

意与设计大师开设独立工作室。支持制定影视制作优秀团队

名单，各级免费提供体验生活采风便利，鼓励优秀团队创作

更多反映新时代弘扬主旋律的优秀作品。支持定期组织对学

术型人才、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领军人

才、大师级人才等分类分层次进行培训提升。鼓励对高级设

计师、私募管理人、基金经理等高收入人群予以奖励。对服

务业企业聘用的高层次归国人员、全球高端创新创业团队、

国内外领军人物，按照相应的政策进行奖励和扶持。（责任

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投资促进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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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化营商环境。放宽市场准入，提高文化、教育、

医疗等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水平。规范高端医美、慈

善基金、体育赛事等审批事项，简化审批流程。放宽对营利

性医院数量、规模、布局及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的限制，扩大

境外资本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试点。支持建立医疗美容手术风

险处置绿色通道，鼓励开展医疗美容保险业务。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加大打击侵权盗版力度，组织对品牌、商标保护专

项行动。加大对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新模式、新动态宣传报

道，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发

展改革委、市市场监管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等有关部门）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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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

委，济南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