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枞商〔2022〕5 号

关于印发县商务局“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

能力素质培训活动方案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机关各股室：

现将《县商务局“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能力素质培训

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枞阳县商务局

2022 年 3 月 1 日

报：县委组织部。

枞阳县商务局文件



- 1 -

县商务局“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

能力素质培训活动方案

为坚定落实省、市、县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办好民生实事、

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确保为民办实

事、为企优环境落到实处，助力枞阳经济高质量平稳健康发展，

结合商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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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省委“一改两为五做到”、市

委、县委作风建设提升年等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坚持目标导向、

效果导向、问题导向，坚持学党史与办实事相结合，以真抓实干

作风办好民生实事，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把商务工作与商

贸企业经营发展结合起来，以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务实的工作作

风，确保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目标要求

（一）加强协作交流。通过开展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培训，

督促全县商贸企业在学习中深化了解、加强交流，提升全县商贸

行业整体素质，实现商贸行业协同发展。

（二）拓展工作思路。促进全县商贸行业注重能力素质提升，

在学习中交流思想，开阔工作思路，加快商贸行业知识更新、优

化知识结构，推动商贸企业创新发展。

（三）培养业务能力。督促全县商贸行业研究本行业业务知

识，解决业务不精、学习不足的问题，避免出现企业人员对行业

知识不了解、对行业结构不清楚等问题，促进商贸行业工作人员

讲内行话，办内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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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安排

（一）责任股室：县电子商务发展中心

1.电商直播人才培训（线上线下同步）

（1）时间地点：暂定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培训地点设在

枞阳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三楼培训室，正常线上线下同步培

训，若疫情影响，只做线上直播培训。

（2）培训对象：有做电商需求和意愿的创业者，具有基本

的智能手机、电脑使用知识并对短视频直播感兴趣的有识之士。

（3）培训内容：以短视频、直播运营带货为主的相关培训

内容。

2.村级电商服务站人员培训

（1）时间地点：暂定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培训地点设在

枞阳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三楼培训室。

（2）培训对象：全县村级电商服务站负责人和物流服务站

负责人。

（3）培训内容：以代购代销、在线支付、多平台销售、物

流软件应用、农村信息服务、公共服务平台应用、农产品销售技

巧、网络直播等内容为主的技能培训。

3.电商企业进阶培训

（1）时间地点：暂定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培训地点设在

枞阳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三楼培训室。

（2）培训对象：本地企业负责人及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者、

种养殖大户、文旅相关企业等经营主体、技术骨干、具备一定电

商知识的创业青年。

（3）培训内容：传统企业如何转型的方向及意识，成功网

商真实案例分析，找准定位与营销思路的改变，产品定位、包装、

营销，品牌打造，单品打造，全网营销、全渠道推广，运营培训

及实战演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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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责任股室：对外贸易发展股（行政许可股）

1.“小微企业服务节”暨最新促进政策宣讲培训会

（1）时间地点：暂定于 7 月中旬，培训地点设在维也纳国

际酒店（铜陵翠湖万达店）3 楼驿桥厅。（具体时间、地点根据

市商务局通知）

（2）培训对象：外贸企业、新获权进出口企业业务负责人。

（3）培训内容：2021 年省、市级外贸促进政策；出口信保

业务流程及案例介绍、小微服务节内容介绍；“涉外商事法律”

介绍；外汇管理政策介绍；退税最新政策介绍；通关便利化举措。

2.外贸政策宣讲企业培训班

（1）时间地点：具体时间、地点，根据省厅通知确定。

（2）培训对象：中小微外贸企业。

（3）培训内容：2022 省级外贸政策解读、RCEP 市场开拓特

点、出口退税新政解读、海关便利化措施解读、外汇管理政策解

读、出口信保政策解读、跨境电商新业态、贸易摩擦应对及风险

防范等内容。（具体内容由省厅通知确定）

3.外贸业务企业培训班

（1）时间地点：具体时间、地点，根据市商务局通知。

（2）培训对象：重点行业外贸企业。

（3）培训内容：按照大类行业分，每期针对同类行业外贸

企业业务人员，开展 2021 年省级外贸政策解读、出口退税业务

流程、通关业务流程、国别市场与采购商特点分析、线上参展实

操、外贸营销技巧与途径、跨境电商平台介绍及业务实操、出口

信保政策介绍及案例分析等内容。

4.跨境电子商务系列培训企业班

（1）时间地点：具体时间、地点根据省商务厅通知为准。

（2）培训对象：全县外贸企业从业人员、有发展跨境电商

业务的企业或个人。

（3）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跨境电商政策解读、外贸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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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介绍、主流跨境电商平台最新布局与最新规则介绍等。

（三）责任股室：流通业发展股

商贸限上单位统计业务培训

（1）时间地点：5 月下旬，培训地点设在枞阳县政务服务大

楼 11 楼 1118 会议室。

（2）培训对象：县经开区、各乡镇负责商贸统计人员。

（3）培训内容：限上单位进退库要求及时间节点，限下样

本单位优化替换要求，铜陵市促进流通业发展有关政策。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县商务局“两为”能力素质培训

活动领导小组（见附件 1），局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负责人

任副组长，成员由各股室负责人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

责统筹安排、协调推进具体培训工作。

（二）强化宣传引导。加大对培训工作的宣传策划力度，充

分利用公共媒体、新媒体等各种有效资源进行综合宣传，大力营

造重视商务领域发展的良好氛围。

（三）注重培训实效。本着统筹规划、科学安排、注重实效

的原则，做好培训师资选择、计划安排等工作；建立培训台账，

做好培训材料整理归档，加强培训统计工作；及时发布培训师资、

培训项目、培训机构、培训计划等方面信息，强化培训效果评估，

提升培训质量。

附件：1.县商务局“两为”能力素质培训活动领导小组

2.县商务局“两为”能力素质培训活动方案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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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县商务局“两为”能力素质培训
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赵胡健

副组长：黄 健 施利中 钱大楼 钱雅姝

成 员：钱和平 陶 莉 张丽娟 高 原 夏 云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黄健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流通

业发展股、对外贸易发展股、县电子商务发展中心及办公室

承担日常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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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县商务局“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能力素质
培训活动方案分解表

责任股室 培训主题 培训对象 培训内容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县电子商务

发展中心

电商直播人才

培训班（线上线

下同步）

有做电商需求和意愿的创

业者，具有基本的智能手

机、电脑使用知识并对短

视频直播感兴趣的有识之

士

以短视频、直播运营带货为主的相关培训内

容

暂定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

培训地点设在县电子

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三

楼培训室，正常线上线

下同步培训，若疫情影

响，只做线上直播培训

村级电商服务

站人员培训

全县村级电商服务站负责

人和物流服务站负责人

以代购代销、在线支付、多平台销售、物流

软件应用、农村信息服务、公共服务平台应

用、农产品销售技巧、网络直播等内容为主

的技能培训

暂定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

培训地点设在枞阳县

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三楼培训室

电商企业进阶

培训

本地企业负责人及农民合

作社经营管理者、种养殖

大户、文旅相关企业等经

营主体、技术骨干、具备

一定电商知识的创业青年

传统企业如何转型的方向及意识，成功网商

真实案例分析，找准定位与营销思路的改变，

产品定位、包装、营销，品牌打造，单品打

造，全网营销、全渠道推广，运营培训及实

战演练等

暂定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

培训地点设在枞阳县

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三楼培训室

对外贸易发

展股（行政

许可股）

“小微企业服

务节”暨最新促

进政策宣讲培

训会

外贸企业、新获权进出口

企业业务负责人

2021 年省、市级外贸促进政策；出口信保业

务流程及案例介绍、小微服务节内容介绍；

“涉外商事法律”介绍；4.外汇管理政策介

绍；退税最新政策介绍；通关便利化举措

暂定 7月中旬

维也纳国际酒店（铜陵

翠湖万达店）3楼驿桥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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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股室 培训主题 培训对象 培训内容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外贸政策宣讲

企业培训班

中小微外贸企业

2022 省级外贸政策解读、RCEP 市场开拓特

点、出口退税新政解读、海关便利化措施解

读、外汇管理政策解读、出口信保政策解读、

跨境电商新业态、贸易摩擦应对及风险防范

等内容

具体时间根据

市商务局通知
根据省厅通知确定

外贸业务企业

培训班
重点行业外贸企业

按照大类行业分，每期针对同类行业外贸企

业业务人员，开展 2021 年省级外贸政策解

读、出口退税业务流程、通关业务流程、国

别市场与采购商特点分析、线上参展实操、

外贸营销技巧与途径、跨境电商平台介绍及

业务实操、出口信保政策介绍及案例分析等

内容

具体时间根据

市商务局通知
根据市商务局通知

跨境电子商务

系列培训企业

班

全县外贸企业从业人员、

有发展跨境电商业务的企

业或个人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跨境电商政策解读、外贸

新业态新模式介绍、主流跨境电商平台最新

布局与最新规则介绍等

具体时间以省

厅通知为准
以省商务厅通知为准

流通业发展

股

商贸限上单位

统计业务培训

县经开区、各乡镇负责商

贸统计同志

限上单位进退库要求及时间节点，限下样本

单位优化替换要求，铜陵市促进流通业发展

有关政策

5月中旬
枞阳县政务服务大楼

11 楼 1118 会议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