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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2022〕63 号

关于印发灵宝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修订）的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烟草专卖许可证管

理办法》的规定，我局于 2022 年 9月 20 日就灵宝市烟草制品零

售点合理布局规定（修订）公开举行听证会，在充分听取社会各

界代表的建议和意见后，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完善形成《灵宝

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修订）》，现予以公布。

灵宝市烟草专卖局

2022 年 10 月 9日

灵宝市烟草专卖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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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修订）

第一条 为促进灵宝市烟草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保障烟草制品

零售点布局科学、合理、可行，维护烟草制品经营者、消费者和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

办法》和《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章规定，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灵宝市行政区域内烟草制品零售点的

布局。

灵宝市烟草专卖局负责全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工作。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烟草制品零售点（以下简称零售点）是指

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申请，经依法审查，准许其从事卷烟、雪

茄烟零售业务的地点、场所。零售点应当设置于与住所相独立的

固定经营场所，面向公众经营，并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的经

营场所范围内。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是根据本行政

区域内人口分布、交通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居民消费需求，

以市场为导向，遵循依法行政、科学规划、均衡发展的要求，科

学合理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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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应当遵循的原则：

（一）合法、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二）方便消费、服务社会的原则；

（三）“一址一证”、证照相符的原则；

（四）照顾特殊、分类施策的原则；

（五）优化布局原则；

（六）信赖保护原则。

第六条 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二）有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

（三）符合当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要求；

（四）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灵宝市行政区域内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烟

草制品零售业务的，需依法向行政区域内有管辖权的烟草专卖局

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第八条 零售点设置应当符合下列间距要求:

（一）城区繁华商业区、休闲步行街区和主干道不低于 50

米；

（二）次干道、街、乡镇政府所在地不低于70 米；

（三）除本条（一）（二）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城镇区域不低

于 100 米；

（四）公路沿线不低于2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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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村村舍不低于500 米。

第九条 下列区域内设置零售点，按以下标准执行：

（一）封闭式住宅小区内，按每300 户设置一个零售店，每

增加 300 户增设一个零售点，最多不超过 2个，且零售点间距不

低于 50 米；经营场所临街的，按所在地段零售点间距标准设置。

小区内设置的零售点不作为小区外新设零售点的参照。

（二）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同一校区）、厂矿、封闭式

景区等内部场所，经场所内部审批通过的，可按每 1000 人设立 1

个零售点的原则设置，不足 1000 人的按 1 个零售点规划，每增

1000 人增设 1个零售点，最多不超过 3个（不含其生活区，生活

区按小区规划）。

（三）商业步行街等人流量较大地段，按人流量情况适当设

置零售点，但100 米范围内不得超过 3个零售点。

（四）人口较为集中、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农贸市场、集贸市

场、各类综合(批发)市场等场所零售点的设置，根据规模大小，

每 100 间商铺可设置 1个零售点，原则上不超过 5个。

（五）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候车厅零售点按占地面积和人流

量的大小适当设置，1000 平米以上或日均客流量 2000 人次的可

规划 2个，新增车站、候车厅规划零售点最多不得超过2个。

（六）其他实行封闭管理的特殊场所（军事管理区、监狱、

看守所、戒毒所等），经场所内部审批通过的，每 3000 人可设置

一个零售点，最多可设置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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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下列情形按照一址一证的原则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且不作为周边新设零售点的参照：

（一）农村空白行政村符合办证条件的经营户；

（二）星级宾馆和饭店、大中型连锁商务酒店、餐馆、娱乐

场所、体育场馆等场所；

（三）建筑面积在500 平方米（含）以上，以出租柜台（摊

位）为主要经营形式的超市、大型商场、购物中心,按区域楼层划

分，每区域楼层可设置一个零售点；

（四）具有安全保障措施的加铿（气）站的便利店；

（五）高速公路同一服务区在公路两侧各设一个零售点；

（六）政府鼓励发展的品牌连锁便利店（不含外资）；

（七）在建工地，经所在工地工程项目部出具场地证明的，

可视具体情况在封闭工地内设置一个零售点，许可证有效期最长

不得超过1年；

（八）实行封闭式管理的生产制造企业、独立工矿区、国营

农场和林场等城镇型居民点，可在内部餐厅、小卖部或单位指定

位置设置1个零售点；

（九）封闭式管理的旅游景区、度假村、公园、动物园内（不

含周围临街商铺）可设置 1 个对内经营的零售点。开放管理的旅

游景区、度假村、公园内的规模较大的宾馆、酒楼、娱乐服务场

所可分别设置1个对内经营的零售点；

（十）根据烟草行业相关文件精神设立的具有形象展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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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收集、消费跟踪、宣传促销和品牌培育、产品销售等综合性功

能的自营店；

（十一）其他符合办证条件的情形。

第十一条 特殊情形

（一）属于下列社会特殊群体，首次申领零售许可证，不受

本规定第八条和第九条的限制。

1.残障人士；

2.军烈属；

3.其他有政策扶持需要的情形。

上述申请人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必须独立经营，并

应当出具残疾证、军烈属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二）因自然灾害、城市建设等因素造成无法在核定经营地

址经营，申请变更到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不受合

理布局规定标准限制（仅限办理一次）。申请人应当出具遭受自

然灾害或城市建设的证明。

（三）因中小学校、幼儿园新建校区、通勤出入口改造等客

观原因，持证人需在原发证机关辖区内重新选点申请办证的，不

受间隔距离限制。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设立烟草制品零售点:

（一）主体资格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



–– 7 ––

3.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局作

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4.因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许可

证被撤销后，申请人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5.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并且一

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

许可证的；

6.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被追究刑

事责任，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7.申请人为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或者外商

投资的商业企业以特许、吸纳加盟店及其他再投资等形式变相从

事烟草专卖品经营业务的（有外资成分并且零售业态属于“娱乐

服务类”的企业、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除外）；

8.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

（二）经营场所

1.无固定经营场所（新增占道经营的流动摊点、电话亭、报

刊亭以及其他服务厅）的；

2.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的；

3.经营场所存在安全隐患，不适宜经营烟草制品的；

4.生产、经营、储存有毒有害、易挥发类物质，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容易造成卷烟污染的；

5.以居民楼阳台、地下室、储藏室、流动摊点（车、棚）、



–– 8 ––

活动板房以及其他临时建筑物等作为对外营业的；

6.住宅小区除商用属性的平层全开放式门店外的其他场所；

7.未形成烟草零售业态的实际商品展卖场所的商用楼宇内；

8.一个经营场所已经办理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三）经营模式

1.利用自动售货机（柜）或其他自动售货形式，销售或者变

相销售烟草制品的；

2.通过电玩游戏机等方式开展以烟草制品为奖品的游戏活动

的；

3.通过信息网络平台销售烟草制品的。

（四）特殊区域

1.中小学校内部及距离中小学校所有学生“学校进出通道口”

100 米范围内。现存在中小学 100 米范围内零售点许可证到期后

不再延续；持证人在原发证机关辖区内重新选点申请办证的，不

受间隔距离限制（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仅限办理一次）。

2.幼儿园内部及距离幼儿园所有学生“幼儿园进出通道口”

50 米范围内。现存的幼儿园内部及距离幼儿园 50 米以内零售点

许可证到期后不再延续；持证人在原发证机关辖区内重新选点申

请办证的，不受间隔距离限制（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仅限办理一次）。

3.党政机关内部、医疗卫生机构工作区域内。

4.未经城市规划部门批准而建的违规建筑场所。

5.申请经营的地点在政府规划拆迁或征用区域内（拆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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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文件为依据）。

6.政府明令禁止经营卷烟类商品的区域。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局、省局规定的其他不予办证

的情形。

第十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新办申请。

本规定实施之前，已合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正常从

事卷烟经营业务，不存在第十二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原许可证继

续有效，且在延续时不受本规定限制性条件的限定。本规定实施

后，国家、省、市出台相关规定的，按照相关文件执行。

第十四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

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执

行。

第十五条 本规定中涉及相关名词的解释：

（一）一址一证，是指一个经营地址只能设置一个零售点。

（二）间距，是指从申请的经营店铺出入门口中央到最近零

售点的店铺出入门口中央，按照行人不违反交通规定、习惯性行

走的最短路径进行测量。

（三）“中小学校”是指以未成年人为教育对象的普通中小

学、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是指由政府、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

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的专门对残疾儿童、少年实施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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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机构。

专门学校是指国家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

育的学校。

（四）“幼儿园”是指经教育部门批准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幼

儿园，不包括幼儿看护点、学前看护点、学前服务点等幼儿托管

场所。

（五）中小学校、幼儿园进出通道口距离，是指按照行人不

违反交通规定、习惯性行走的最短路径进行测量，其起点与终点

分别为中小学校、幼儿园出入门口与申请场所出入门口的最短路

径。

申请人申请办理许可证的经营场所有两个及两个以上出（入）

口的，各出（入）口应当同时达到规定的距离标准。

（六）“学校进出通道口”、“幼儿园进出通道口”，不包

括专用的教职工通道、后勤通道、消防通道、应急通道、垃圾通

道以及常年关闭的边门等。

（七）本规定中所指的大型场所的经营面积应在 500 平方米

（含）以上，中型场所经营面积应在300 平方米（含）以上。

第十六条 本规定中涉及的“以上”、“内”包含本数。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灵宝市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 11 月 15 日起实施。2021 年 12

月 1日起实施的《关于印发灵宝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的通知》（灵烟〔2021〕80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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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市烟草专卖局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