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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商务局文件 

锡商发〔2016〕20 号 

 

 
1 月份工作回顾及 2 月份工作安排 

 

1 月份，商务局紧紧围绕全市经济工作发展大局，明确目标

责任，增强工作力度，抓紧抓实关键举措，全面推进各项工作

任务落实。 

一、全力抓好利用外资工作。全力跟进 2015 年 12 月外资 

到位数据上报及确认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开展

2015 年外资工作考核奖励工作。会政务办、工商局重新梳理外

资项目“一口受理，并联审批”工作，初步形成 2016 年深化改革

操作方案。参加省商务厅举办的中澳自贸协定政策辅导会。处

理无锡埃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诉事件。 

二、大力推进外贸稳定增长。修改完善《无锡市政府关于

稳定外贸增长 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的意见》。起草我市 2016 年

外贸工作目标任务考核奖励兑现方案，测算奖励金额。根据四

季度稳增长政策，汇总统计四季度出口增量超 500 万美元的企

业，做好奖励资金的测算工作。启动外贸公共云服务平台一期

开发。做好第 119 届广交会展位汇总、分配及公示等工作，做

好第 26 届华交会参展人员办证、住宿统计等工作。做好第 20

届日本大阪展、中国消费品（俄罗斯）品牌展、2016 香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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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灯饰展、2016 年美国芝加哥家庭用品展等展会的招展工作。

做好我市外贸企业入网广电商平台的推进、总结收尾工作。做

好 2015 年 1-12 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数据统计及分析通报工作；

做好 25 家商务部重点联系企业业务统计、分析工作。 

三、努力推动商贸消费发展。配合市财政做好 2015 年农贸

市场改造提升专项资金的审核拨付工作，对 2016 年老旧农贸市

场专项改造进行调研，并提出改造方案报市政府。做好 2015 年

无锡城市综合环境整治工作省级迎检准备，确保在省级检查中

商务系统不失分，得高分。推动苏南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的建设，

协调产业集团完成与滨湖区、太湖新城等单位的合作，尽快启

动华庄水产市场的设立、改造和开业等工作。与市场协会联合

召开农贸市场、工业品市场、小商品市场、消费品市场座谈会，

分析、总结商品交易市场运行情况，部署 2016 年工作。与市公

安局车管所、市环保局、市交通局等部门联合制定《无锡市人

民政府关于调整黄标车提前淘汰补助标准的实施细则》，为加大

我市黄标车淘汰集中办公做好准备。完成 2015 年国家老旧汽车

报废补贴的申领审核工作，做好商务诚信评级试点工作总结工

作。迎接省双打绩效考核，完成对市（县）区考核总结评分工

作。做好元旦春节期间单用途预付卡管理工作。 

四、大力加快“走出去”步伐。完成境外投资项目及劳务、

工程合作项目的备案报批工作。修改完善《无锡市创建“走出去”

突发事件预警及应急处置机制省级试点方案》。组织企业参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说明交流会。筹备市领导南美投资促

进活动。赴重点企业进行调研。根据商务部通知要求，组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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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填报《2016-2017 年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业合作项目调查表》。

组织企业报名参加中美省州合作研讨会暨企业对接会。赴上海

参加加拿大艾伯塔省投资推介会。 

五、推动服务外包加快发展。认真筹划 2016 年度工作，对

服务外包业年度工作落实进行调查论证。研究制定服务外包人

才培育政策。在调查论证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做好服务外

包指标的调整工作。做好人才网络平台和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

创业基地的阶段性总结。 

六、加快发展电子商务。完善市电子商务发展领导小组办

公室各成员单位电子商务工作网络体系，并组织各成员单位及

各板块开展 2015 年度无锡市电子商务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的申报。赴锡东商务区、邮政跨境电商产业园锡山分园、跨境

电商中小企业商会及日久网等重点骨干电子商务企业调研，为

企业 2016 年更好更快发展出谋划策。摸底我市电子商务培训机

构课程开展情况，完善电子商务人才建设实施意见，为制订完

善培训申报细则做好准备。和财政商讨商务发展资金中有关电

子商务的实施细则。与无锡综保区、苏南机场集团联系，着手

制定无锡跨境电商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做好省商务厅外贸处来

锡调研跨境电商的准备工作。做好第二批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

评选准备工作。组织我市相关企业加入江苏省电子商务协会。

完成 2015年冬季农产品网上购销对接会有关工作参加省商务厅

电商示范镇工作会议。做好参加 2016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相关准备工作。 

七、完善开发区功能。赴商务部外资司，跟踪推动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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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升级和特殊功能区建设，加快推进惠山经开区、江阴临港

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事宜。江阴物流保税

中心申报国家级综保区已获国务院批准，成为我市第二家国家

级综合保税区。赴商务部推进中韩（无锡）科技金融服务合作

区尽快列入中韩 FTA 谈判指定合作园区名录，衔接主要领导会

见主管业务副部长。成功推荐无锡新区的中韩产业园列入 2015

年省级商务重点改革试点项目，并获得该项目的政策性支持 50

万资金。全面开展全市开发区综合考核及评价工作。承担省商

务厅在无锡召开全省开发区 2016 年度统计培训暨 2015 年度综

合评价工作布置会议（苏南片）会务工作。筹划 2016 年开发区

主要经济数据的指标分解工作。完成 2015 年度重大工作创优项

目申报。根据省苏商开发[2016]4 号文件精神，布置 2016 年知

识产权园区年度自评及试点期满验收工作。 

八、大力推动口岸开放工作。做好 2015 年全市口岸主要经

济指标统计和运行分析工作。做好机场空港口岸部分国际（地

区）航线航班计划调整的保障工作。赴厦门、福州机场考察学

习创建国际卫生机场经验。参加打击冻品走私专项整治活动部

署会，配合做好春节前整治活动专项检查。组织国检、新区综

保区到苏州国家高新区综保区参观学习肉类进口指定口岸建设

情况，并将考察学习报告上报市政府。做好市政府春节慰问口

岸联检单位工作方案和组织慰问的配合工作。参加无锡电子口

岸建设专题对接会，邀请省商务厅、省电子口岸公司领导和卖

家来锡作现场指导。 

九、推进机关建设工作。接受市纪委 2015 年度党风廉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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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责任制检查。抓好全局年度工作总结。对信访件进行相关线

索核查。组织局党组与班子成员、机关处室、事业单位签订党

风廉政责任书。作为市纪委督查组牵头单位，开展元旦春节期

间作风建设专项督查。召开“三严三实”民主生活会并将相关情

况报市纪委。借助局内网公告栏、短信发送平台、无锡商务微

信平台等媒介，及时以廉政短信、微信漫画等形式，强化廉政

建设宣传教育工作，切实把每周提醒落到实处。下发《关于实

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的实施细则（试行）》。 组织“政风面

对面”上线前期素材的收集、人员安排、问题的梳理。 

十、做好其他重点工作。汪行局长率队对苏、杭、甬进行

为期两天的考察学习。迎接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年终考

核。根据 2015 年度部门决算工作要求，仔细核对 2015 年度所

有收入和支出项目，进行运转类经费和专项资金的逐项决算，

填报收入支出决算表、“三公一会”经费上下年对比表等。严格

落实公车改革和工资改革各项政策。 

2 月份，全局上下要理清工作思路，突出目标任务，全力部

署推进，为提升商务经济运行质量奠定基础。 

一、着力做好利用外资工作。做好 1 月到位外资数据上报

确认工作；明确无锡埃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无锡外管委应

诉主体，积极准备应诉。争取与市工商、政务办初商的外资“一

口受理”深化改革方案获得各部门确认实施；进一步下放外商投

资审批权限；调研了解省内先行先试地区工商、商务外资审批

系统互联互通实施情况，完善我市互联互通方案。完善 2015 年

外资工作考核奖励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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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推动外贸稳定增长。做好全市外贸稳增长工作。

做好我市 2015年外贸工作目标任务考核奖励兑现方案及测算工

作，做好 2016 年全市进出口目标任务分解下达工作。进一步推

进出台《无锡市政府关于稳定外贸增长 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的

意见》。做好外贸公共云服务平台的开发及各项衔接准备工作。

做好第 119 届广交会展位下发、第 26 届华交会出展等工作。做

好第 20 届日本大阪展、中国消费品（俄罗斯）品牌展、2016

香港国际春季灯饰展、2016 年美国芝加哥家庭用品展、2016 年

昆山进口展等展会的招展工作。 

三、大力推进商贸消费工作。督促全市各大市场做好节日

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加大市场巡查力度。对 2016 年农贸

市场升级改造备选项目调查摸底，确定最终改造项目名单，下

达目标任务书。关注商品交易市场维稳动态，做好商品交易市

场节日维稳接访工作。配合市产业集团向省商务厅申报公益农

产品市场建设，争取无锡苏南农副产品物流中心部分项目列入

省级公益农产品试点市场。做好外资商业网点零售店铺设立审

核工作。做好市区黄标车补贴发放审核工作。对《无锡市商贸

流通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初稿）进行修改。完成《关于推进

内贸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召开餐饮行

业协会座谈会，研究全年工作活动。根据省商务厅要求，做好

新设典当企业的申报工作，部署全市典当企业的年审工作。贯

彻全国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追溯体

系建设贯彻落实意见。 

四、做好境外投资服务。完成 2016 年 1 月外经统计报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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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完成境外投资项目及劳务、工程合作项目的备案报

批工作。修改完善《无锡市创建“走出去”突发事件预警及应急

处置机制省级试点方案》，组织召开全市外经工作座谈会。筹备

市领导南美投资促进活动。赴重点企业进行调研。 

五、加快服务外包发展。推进软件项目众包平台开发，丰

富万才网内容，提供网站的点击率和活跃度，同时拓宽平台的

盈利渠道。继续做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基地项目推进，

对服务外包扶持政策进行细化，拟写《服务外包产业三年行动

计划意见》草稿。有序推进第七届大赛筹备工作，谋划赛程赛

制设计、经费预算调整、奖项设置、赛前新闻发布会等工作。

继续推进 2016 年度教师赴服务外包企业、园区实践锻炼活动。 

六、努力推进电子商务发展。做好电子商务调研工作。做

好全市电子商务总结工作。做好 2015 年度无锡市电子商务工作

先进评选工作。 

七、全力促进开发区功能提升。起草开发区考核说明，做

好常委会汇报准备。起草《2015 年度科学发展考核的表彰决定、

考核评价情况的通报》。继续围绕开发区功能升级、省级特色产

业园申报、开发区扩区、南北园区共建、上海自贸区对接、中

韩（无锡）科技金融服务合作区事宜等当前重点工作，加强与

商务部、省商务厅和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继续推荐落实各开发区知识产权园区、生态工业园区创建工作。 

八、着力推进口岸开放工作。做好 2016 年元月份我市口岸

主要经济指标完成统计与运行分析工作。做好无锡机场春运期

间航班服务保障协调工作。做好全市 2015 年口岸工作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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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的考核汇总工作。抓紧做好电子口岸建设方案编写工

作，推进肉类、药品进口指定口岸建设，做好跟踪、协调、督

促和服务工作。推进国际卫生机场创建工作。 

九、抓好其他有关工作。组织参加 2016 年度政风行风“政

风面对面”上线（电台、电视台）。围绕全局全年重点工作，制

定 2016 年度商务局纪检工作意见。开展春节前执法专项检查，

包括酒类、预付卡以及加油站。 

 

 

2016 年 2 月 1 日 

 

 

 

 

 

 

 

 

 

 

 

 

 

 

 

 

 

报：王市长，糜秘书长 

送：局领导、调研员，各市（县）区商务局，各省级以上开发区 

发：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无锡市商务局办公室                                     2016 年 2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