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无锡市商务局

无锡市财政局
文件

锡商财〔2020〕60号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商贸服务业
平稳健康发展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商务局、财政局，无锡经开区经发局、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

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政府相关要求，支持商贸服务业稳定发展，根据《关于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政策意

见》（锡委发〔2020〕20号）、《关于进一步降成本、拓市场、促

消费推动服务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锡委办发〔2020〕

19 号，以下简称“意见”）、《无锡市服务业企业纾困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实施细则》（锡发改服务〔2020〕13 号，以下简称“细则”）

等文件要求，现组织开展应对疫情支持商贸服务业发展项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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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金支持范围

符合“意见”和“细则”规定方向的项目，包括：

（一）商贸服务业载体减租补贴；

（二）商贸服务业企业贷款贴息；

（三）大型商贸促销活动补助；

（四）餐饮企业连锁化经营项目；

（五）社区商业便利化拓展项目。

二、基本申报条件

企业（单位）申报项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在无锡市区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其

他组织；依法经营，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与核算体系；

（二）近五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纪录或严重失信行为（新设

企业除外）；

（三）同一事项不得多头申报或重复申报。

各类项目具体申报要求详见“附件 1：申报指南”。

三、具体申报流程

（一）申报期限

商贸服务业企业贷款贴息申报期限为2020年5月31日前；

商贸服务业载体减租补贴已完成的项目申报期限为2020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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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1日前；减租期限超过5月31日的，申报期限为减租结束后一

个月内；

大型商贸促销活动补助已完成的项目申报期限为2020年5月

31日前；此后举办的活动，申报期限为活动结束后一个月内；

餐饮企业连锁化经营项目、社区商业便利化拓展项目申报时

间为2021年一季度。

（二）申报程序

各申报企业（单位）在规定的申报期限内登陆 “无锡市现代

产业发展资金申报和服务平台 ”（从无锡市财政局网站

http://cz.wuxi.gov.cn/首页下方“专题专栏”板块进入）选择

“商务发展资金”项下相应项目进行网络申报（未在该平台注册的

先注册再申报），并按系统要求上传相关材料。

各区商务部门对辖区内项目进行网络受理和初审上报。通过

市商务局网络审核、同意受理的项目，由各申报企业（单位）登

陆网络申报系统打印申请书PDF，与相关附件材料装订成册，一

式两份报送至各区商务主管部门。

各区商务部门负责辖区内项目初审，对申报材料严格把关，

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一致性，确保项目质量和不重复，对初

审合格项目盖章确认，填报项目分类汇总表（附件2），与正式

申报材料一份一并报送市商务局。

市商务局将通过书面材料审核、委托第三方审计、现场核查

等形式，按照轻重缓急、好中选优的原则确定支持项目，并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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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进行立项、拨付资金。

（三）注意事项

1、各申报企业（单位）网上注册时需填写准确完整的单位

和个人信息，项目申报前需确保申报系统相关信息已更新完善。

各区商务部门应严格审核申报单位资质和系统注册信息，对项目

执行单位与系统申报单位不一致的项目不予受理。

2、申报材料应当完整、清晰，按项目装订成册，有法人代

表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项目总结简明扼要；文本制作要求环保、

精简，不铺张浪费，双面打印。

3、部分项目要求申报企业提供无锡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出

具的《无锡市企业信用基准评价报告》，企业信用情况将作为审

核项目的参考因素。具体办理流程为：企业登录“无锡市信用基

准评价系统”（http://wuxicredit.wuxi.gov.cn/）,注册后获取

企业信用评价数据，并于7个工作日内至无锡市政务服务大厅发

改委“公共信用服务”窗口（地址：观山路市民中心12号楼一楼，

联系电话：81825642、85021851）领取书面信用评价报告。

4、市商务局将建立信用信息管理制度，对以虚报、冒领、

伪造、关联交易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一经查实，将收回

已下达的资金，取消相关单位五年的申报资格，并将相关失信行

为报送省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5、单项扶持金额低于0.3万元的项目不予支持。

6、本通知及所附申报指南由市商务局负责最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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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市商务局财务处联系人：季安娜 电话：81822999

市财政局工贸处联系人：黄晓峰 电话：81822328

附件：1、支持商贸服务业发展项目申报指南

2、支持商贸服务业发展项目申报汇总表（各区填写）

无锡市商务局 无锡市财政局

2020年5月11日

无锡市商务局办公室 2020年 5 月 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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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支持商贸服务业发展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内容和标准

（一）商贸服务业载体减租补贴项目

对商业出租面积2万平米以上、由经营主体统一管理的城市

综合体、商业街区、交易市场等商贸服务业载体，疫情防控期间

（2020年1月26日之后）主动免除入驻商户租金1个月及以上的

（含减半征收2个月及以上的），按不超过减免租金总额的30%

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300万元。经营主体需在营业区

域内显著位置张贴租金减免公告，获得租金减免的商户数不少于

50家且不低于商户总数的85%，减免租金总额不少于150万元。

该项目为核准制项目。

（二）商贸服务业企业贷款贴息项目

对2020年2月至4月经营性贷款余额50万元（含）以上的住宿

餐饮（不含市文广旅游局管理的星级酒店）、百货零售业企业，

按不超过其2月至4月实付利息的30%给予贴息，单个企业贴息最

高不超过200万元。

该项目为核准制项目。

（三）大型商贸促销活动补助项目

对 2020年 4-12月商圈、行业等统一组织的大型促销活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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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应覆盖 50 家以上独立经营的商户），按不超过主办单位线上线

下宣传推广费用的 50%给予支持，单个活动不超过 50 万元，单

个主办单位累计支持不超过 200万元。

可予支持的费用包括：线下活动场租费、布置费、策划费、

宣传费等；线上活动制作费、广告费、推广费等。

该项目为核准制项目。

（四）餐饮企业连锁化经营项目

对企业2020年在无锡市区新建或改造中央厨房1000平米以

上、实现15家以上连锁门店配餐或日均团餐配送5000人次以上

的，按不超过项目投入的50%给予补助，单个企业补助不超过50

万元。可予补助的投入包括：中央厨房场地改造费用、设备购置

费用、专用配送车辆投入等。

对建成中央厨房的企业2020年连锁门店首次突破30家或日

均团餐配送突破10000人次的，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奖励。

该项目为评审制项目。

（五）社区商业便利化拓展项目

对2019年末在我市已设立连锁门店不少于15家或提货柜不

少于30个、为社区居民提供生鲜农副产品和日用消费品的零售企

业和直供配送企业，按不超过其2020年1至12月新设网点实际投

入的30%给予补助，单个企业不超过50万元。

可予补助的投入包括：门店（租赁期2年以上，营业面积不

少于30平米，日营业时间不少于12小时）改造费用、智能提货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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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组体积不小于3立方米，具有冷藏功能，支持全天候自助开

柜提货）购置费用、PC端或移动端交易平台软硬件投入等，门

店和配送柜须实行统一名称、统一标识、统一装修风格、统一采

购、统一配送、统一管理。

该项目为评审制项目。

二、项目申报材料

（一）商贸服务业载体减租补贴项目

1、商贸服务业载体减租补贴项目资金申请表（系统填写后

导出打印）；

2、申请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无锡市公共信用

信息中心出具的《无锡市企业信用基准评价报告》；

3、租金减免公告及张贴图片；

4、租金减免明细表（附表1-1）；

5、经营主体与承租商户签订的承租协议复印件、租金减免

协议复印件，协议需加盖租赁双方印鉴；

6、经营主体租金减免上月收取承租商户租金的收款明细表、

银行对账单、纳税申报表；租金减免当月的银行对账单、纳税申

报表；

7、经营主体2019年度审计报告、纳税申报表复印件。

联系人：

市商务局流通处 祝敏威 81825997（综合体、商业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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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处 华尔斐 81823009（交易市场）

（二）商贸服务业企业贷款贴息项目

1、商贸服务业企业贷款贴息项目资金申请表（系统填写后

导出打印）；

2、申请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无锡市公共信用

信息中心出具的《无锡市企业信用基准评价报告》；

3、银行贷款合同复印件；

4、提取贷款的银行结算凭证复印件；

5、2020年2月至4月支付利息的银行结算凭证复印件；

6、企业关于贷款用途的说明及使用证明（对账单等）；

7、申请企业2019年度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纳税申报

表复印件，2020年2-4月财务报表复印件。

联系人：

市商务局流通处 方少异 81825988（住宿餐饮业）

运行处 徐一峰 81823021（百货零售业）

（三）大型商贸促销活动补助项目

1、大型商贸促销活动补助项目资金申请表（系统填写后导

出打印）；

2、申请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

无锡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出具的《无锡市企业信用基准评价报

告》（企业单位提供）；

3、促销活动方案，包括活动日程、促销主题、促销方式、



— 10—

参与企业（商户）名单（附表1-2）等；

4、促销活动费用支出证明，包括费用发票、付款凭证、合

同等复印件；

5、线下活动宣传海报、现场照片、视频等；采取线上促销

的，提供促销活动网址或APP、小程序链接、截屏等；

6、申请单位关于促销活动开展成效的说明。

联系人：市商务局运行处 徐一峰 81823021

（四）餐饮企业连锁化经营项目

1、餐饮企业连锁化经营项目资金申请表（系统填写后导出

打印）；

2、申请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食品经营许可证（餐饮

服务许可证）复印件，无锡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出具的《无锡市

企业信用基准评价报告》；

3、申请企业关于申报项目的书面申请报告，内容包括企业

基本情况，项目建设背景、预期目标、完成情况、运行管理、投

入产出分析等情况；

4、2020年度餐饮连锁经营网点明细清单（附表1-3）；各网

点配送协议及对应的收款证明和发票复印件；企业申请2020年连

锁经营规模奖励的，还需提供2019年末连锁经营网点明细清单；

5、项目投入明细表及相应的财务凭证（包括费用发票、付

款凭证、合同）复印件等；

6、中央厨房平面图及现场照片若干，平面图上应标注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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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名称和面积；

7、2020 年度审计报告、纳税申报表复印件。

联系人：市商务局流通处 方少异 81825988

（五）社区商业便利化拓展项目

1、社区商业便利化拓展项目资金申请表（系统填写后导出

打印）；

2、申请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无锡市公共信用

信息中心出具的《无锡市企业信用基准评价报告》；

3、截至2019年末已设网点清单（附表1-4）；

4、2020年度新设网点清单（附表1-4）；新开设门店提供营

业执照、租赁协议、房产证明复印件；新增设智能提货柜提供与

物业公司签订的进场协议复印件、物业公司出具的进场确认函；

相关证明均按清单对应顺序排列；

5、2020年度新设网点投入证明（包括费用发票、付款凭证、

合同）复印件等；

6、门店门面、店招及内部照片，或智能提货柜外观照片；

7、2020 年度审计报告、纳税申报表复印件。

联系人：市商务局市建处 华尔斐 0510-8182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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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无锡市 租金减免明细表

项目申报单位：（盖章）

序

号
承租户名称

营业执

照号码

铺位编

号

租赁期限

（起止年月）
经营范围

承租面积

（㎡）

减免期限（天数） 免租总额

（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免租天数 减租天数

1

2

3

4

5

6

7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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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促销活动参与企业名单

项目申报单位：（盖章）

序
号

参与企业名称
营业执照

号码
经营地址 经营范围

促销活动参与形式
（线上/线下/打折/
返券等，可选填多

项）

促销期间营业额
是否增长（如增
长，填写增长额，
以万元为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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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餐饮企业连锁经营明细清单

项目申报单位：（盖章）

序
号 门店名称 地址 开业时间 门店类型 连锁经营

模式
餐位数或日
均服务人次

2020年门店营
业收入

（万元）

门店负
责人

门店联系
电话

1 直营□
加盟□

2 直营□
加盟□

3 直营□
加盟□

4 直营□
加盟□

5 直营□
加盟□

合计

注：“门店类型”包括：连锁门店、团膳配送，选择其中一种；
本表根据 2020年实际运营的门店情况填报，当年未运营、未取得收入的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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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社区商业便利网点明细清单

项目申报单位：（盖章）

序
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开业时间
网点日营业

时间

网点营业面积
（智能提货柜
填写体积）

网点负责人
联系
电话

1 小时

2 小时

3 小时

4 小时

5 小时

合计

注：本表申请企业须填写两张，一张填写“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网点明细”，一张填写“2020年 1月至 12月新增网点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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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支持商贸服务业发展项目申报汇总表

区商务部门公章：

序

号
申请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申报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发生额/执

行额（万元）

申请金额

（万元）

审核金额

（万元）
备注

1

2

3

……

合计

区商务部门联系人及电话：

备注：本表“项目类别”对照项目申报指南填写明细项目类型，“申请金额”根据企业申报数填写，“审核金额”根据各区审核数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