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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为加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优化辖区内烟

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范烟草市场秩序，促进烟草市场

健康发展，保障国家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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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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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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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县行政区划内烟草制品零售

点的设置与管理，适用于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申请、审

查、决定等。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烟草制品零售点是指公民、法人及其

他组织依法申请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

售业务的经营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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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烟草

专卖局根据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人口数量、交通状况、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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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及居民消费需求，进行统筹规划，合理设置烟草制

品零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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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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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烟草制品零售点的设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一般情况下，零售点间距不低于 50 米。

（二）相对封闭场所的零售点设置，零售点之间保持适

当距离：

1.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同一校区）、军队营区、厂

矿、封闭式景区等内部场所，可按每 500 人设置 1 个零售点，

原则上不超过 3个；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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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农贸市场、集贸市场、各类综合(批发)市场等场所零



3

售点的设置，原则上不超过 3 个；

4.车站、候车厅零售点按占地面积和人流量的大小适当

设置，最多不得超过 3 个；

5.监狱生活区、大型建筑工地等实行封闭管理的特殊场

所，一般只设置 1 个零售点（需要申请人为烟草部门执法及

服务人员提供出入证明的，申请人应当提供）；

6.农村自然村，凡符合第六条办证条件的经营户，按 300

人设置 1个零售点的原则设置。

（三）300 人以上的自然村，现已设置零售点的不再增

设，没有零售点的可以增设 1 个。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

不受本规定第七条限制，按照“一址一证”的原则设置：

（一）客房在 100 间以上的宾馆，建筑面积在 500 平方

米以上的大中型连锁商务酒店、饭店、度假村、娱乐场所、

体育场馆等场所；

（二）建筑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的超市、大型商场、

购物中心可设置 1 个零售点；

（三）具有安全保障措施的加油（气）站的便利店；

（四）高速公路同一服务区在公路两侧各设置 1 个零售

点；

（五）政府鼓励发展的品牌连锁便利店；

（六）其他符合办证条件的情形。



4

第九条 特殊情形

（一）属于下列社会特殊群体，首次申领零售许可证，

且为本人驻店经营的，不受本规定第七条的限制。

1.具有自主经营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残疾人；

2.烈属；

3.低保户；

4.其他有政策扶持需要的情形。

（二）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因素，持证人需在

原发证机关辖区内重新选点申请办证的，从证件注销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受间隔距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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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业后 6个月内搬迁至其他地址经营的，不受间隔距离

限制。

（四）2年内无涉烟违法记录的持证零售户，经营主体

为自然人，自然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发证机关作出

注销决定后 3个月内，其配偶、子女、父母在原经营场所重

新申领许可证的，不受间隔距离限制。

（五）与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有直接或间接互补营销

关系的经营场所，符合第七条规定的，设置零售点数量不得

超过本辖区持证商户的 1%。如：美容美发、母婴用品、房

屋中介、快递站(点)、服装鞋帽、五金交电、音像制品、建

筑装潢、医药保健、工艺美术、仪器珠宝、计生用品、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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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化妆品、机械、棋牌、渔具、水产、花卉、专业修理

行业、加工行业、按摩推拿、文化体育、家具家电、祭祀用

品、通讯器材、金融证券、寄卖典当、汽车租赁、传真打印、

农耕机具、汽车美容、照相馆、农畜养殖、床上用品、小型

餐饮、茶叶店等。

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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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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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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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个体工商户以特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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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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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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取得营业执照的；

9.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被列入各级人民政府社会公共信

用信息平台《违法失信黑名单》的申请主体，应当不予发放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直至其被移出“黑名单”。

（二）经营场所

1.无固定经营场所的；

2.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的；

3.经营场所存在安全隐患，不适宜经营卷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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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板房、门卫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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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形成食杂店、便利店、超市、商场、烟酒商店、娱

乐服务场所等实际商品展卖场所的商用楼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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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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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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能识别未成年人，没有采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购买

烟草制品的无人超市、无人商店。

（四）特殊区域

1.中小学校内部及距离中小学校所有学生通勤出入口

100 米范围内，幼儿园内部及距离幼儿园所有学生通勤出入

口 50 米范围内；

2.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及影剧院、

音乐厅、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等不适宜经营卷烟的公

共场所内；

3.经营场所位于青少年培训机构等未成年人聚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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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即将被拆迁或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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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对在有数量限制区域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

许可证且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在多人申请的情况下，根

据受理时间的先后顺序审批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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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本规定出台之前已有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按照尊重历史、立足现状的原则，正常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延续，不受本规定限制。

中小学、幼儿园周围禁止设置区域内已有的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不再延续。

第十三条本规定所指营业面积是指营业场所的实际面

积，不包括独立的办公场所、仓储、车库、公共通道、停车

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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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是指市场主体从事经营活动的营业场

所，应当与经营范围相适应，依法取得使用权，具有合法的

产权权属、使用功能及法定用途，不属于违法建设、危险建

筑、被征收房屋等依法不能用作经营场所的房屋，具备对外

经卷烟的基本设施和条件，不包含无实际商品展卖的场所。

（二）与住所相独立，是指经营场所与生活区城相独立，

可对消费者平层全开放，不包含住宅，公寓，生活住所的车

库、地下室、储藏室等;固定，是指经管场所由砖、木、钢

等村料建成，形成可封闭且不可移动空间的，不包含流动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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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售货车、临时棚舍等。

（三）一址一证，是指一个经营地址只能设置一个零售

点。

（四）测量标准

1.“间距”，是指拟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

出入口与最近的卷烟零售点经营场所出入口之间的步行最

短距离（距离测量时，不得穿越隔离护栏、护墙、花坛、花

园等不适合行人通行或者穿越的固定障碍物、建筑物等）；

街道中间无隔离护栏的，零售点之间的间距按最短直线距离

测量（详见附件 1）。

（1）涉及两条及以上间距标准不同的街道，在与相邻

零售点测量间距时，以申请零售点所在街道间距标准进行测

量。

（2）经营场所位于两条及以上布局标准不同的区域或

街道交汇处的，应同时满足申请所在区域或街道布局标准。

（3）经营场所位于各类综合性（批发）市场、专业市

场、贸易市场、对外开放的综合性商贸中心区域内，区域涉

及两条及以上间距标准的，按所在区域最高间距标准执行。

2.中小学、幼儿园门口零售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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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和终点分别为中小学、幼儿园出入口与申请场所出入口的

最近一侧门边；申请人申请办理许可证的经营场所有两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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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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商业步行街、农贸市场、集贸市场、各类综合(批

发)市场，由烟草部门定期根据当地政府要求和实际情况，

制定信息目录，并进行公示。

（六）存在安全隐患，是指存放化工、农药、油漆、天

然气等对人体有毒、有害或有易燃易爆物品、易挥发有毒害

气体、森林保护区内以及国家明令禁带火种等重点防火区域

内。

（七）本规定中涉及的“以上”、“内”、“不超过”、“不

得超过”、“范围内”包含本数。

第十六条本规定与新修订的法律、法规、规章有冲突的，

按新修订的法律、法规、规章执行。

第十七条本规定由唐河县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本规定自2021年 月 日起施行。2016年 月 日

实施的《唐河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同时废止。

附件：《唐河县烟草制品零售点测量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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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唐河县烟草制品零售点测量办法

一、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间隔距离的测量标准：

1.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同侧的，按申请点至零售点可通

行的直线最短距离测量：

2.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不同侧的，按申请点至零售点可

通行的直线最短距离测量：

3.两侧设有隔离护栏、护墙，花坛、花园的(且不可通

行的)，按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之间的步行最短距离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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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成直角或圆角或弧形的，应贴近

墙角按可通行的最短距离测量：

5.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属前后楼房的，如有后门可通行

的，按后门可通行的最短距离测量：

6.申请点位置位于十字路口的，且参照零售点位于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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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可通行的最短距离测量：

7.申请点位置位于十字路口且与参照零售点呈对角的，

以最近一侧有门的内侧距离测量：

8.申请点位置位于十字路口且与参照零售点之间有红

绿灯的，并必须按要求以斑马线行走的，可沿斑马线行进的

最短距离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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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特殊道路情况的测量，按照可通行的最短距离

测量。

三、测量距离时，以参照零售点通行口最近的边或角为

起始点，申请点通行口最近的边或角为终点，按可通行的线

路测量。如果零售点或申请点有多个通行口的，以相对于两

者之间最近的边或角为测量点。

四、本测量办法由唐河县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如遇本

办法未明确测量方法的特殊情形时，其测量方法由唐河县烟

草专卖局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