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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政策红利
发展动能不断激发

2019年，肥东县商务局着积极争取各级政策

资金支持，不断营造商务领域一流营商环境，切实

调动全县商贸务领域争创一流业绩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2019年累计争取上级各项政策支

持资金1095万元。兑现肥东县2018年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商务局执行条款涉及的100

个内贸服务业发展项目奖补资金808.42万元以及

125个外贸促进项目政策资金812.92万元。

聚焦重点工作
商贸主体不断壮大

1-11 月，进出口总额累计完成 35383 万美

元，同比增长31.9%，高全国平均增幅34.1%。新

增实绩企业26家，提前5个月完成市下达新增19

家外贸企业数预期目标。实现限上社消零49.75

亿元，增速30.2%。全县实际完成服务外包执行金

额1.27亿美元，完成全年目标数的131.41%，超序

时进度 39.74 个百分点。利用外商投资完成

13393 万美元，占全年目标任务 1.4 亿美元的

95.7%，超序时进度4个百分点。出国劳务人数占

全省60%、全县出国劳务纯收入超过15亿元。电

子商务成为县域经济发展新动力，全年电商实时

监测网上零售额18亿元，农村产品网销额超过4

亿元。

聚焦“四送一服”
营商环境更有温度

今年以来，县商务局先后组织召开电商、外贸

以及商贸流通等专题座谈会、宣讲会、培训会30

场次、参会人员近 1000人次，深入企业调研 135

家，帮助企业破解难题13起，有2家企业送来感谢

锦旗。牵头召开两次全县农产品产需对接会，成

功举办2019年电商扶贫年货和端午扶贫展销会

以及合肥市劳动和技能竞赛暨肥东县第三届电子

商务技能大赛；长临河老街肥东农特产品线下体

验馆建成运营，在建牌坊乡翠竹农场、桥头集镇南

山湾线下体验馆，促进肥东农特产品知名度和影

响力；组织25家县内农产品企业参加2019合肥农

产品产销对接会；组织全县13家汽车销售企业30

多个汽车品牌在肥东禹洲中央广场举办为期2天

的 2019年“促消费、惠民生”肥东汽车文化节活

动。组织3家企业参加哈萨克斯坦展、7家农村电

商、机械加工、无纺布生产、家装、食品等7家企业

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参展第18届印尼中国技术

和商品展，积极开拓“一带一路”国家市场。

聚焦脱贫攻坚
群众满意度持续上升

全省电商扶贫巡视整改取得显著成效。根据省

商务厅统一部署，对298个乡村电商服务站实行分类

指导、动态管理，建成农产品上行的综合服务点40

个。结合贫困村实际，招募有产业基础、有网销业绩

的农村电商经营主体结对帮扶贫困村农产品线下线

下销售，全年受理申报电商扶贫资金的20家电商企

业累计带动119个贫困户户均收入超过1.7万元。

其中，帮扶106户贫困户销售农产品188.3748万元，

提供13户贫困户实现就业收入25.6940万元累计。

全市电商扶贫任务清单圆满完成。创新电商扶

贫合伙人，推广“你种我销、你养我卖”模式，制定、实

施《肥东县2019年电商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办法》，鼓

励电商产业园、种养殖基地、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

电商经营主体通过帮扶贫困户提供就业、销售贫困

村、贫困户农产品，积极参与电商扶贫。全年受理审

核29个电商扶贫申报项目，累计支付补贴资金超过

112万元。

消费扶贫工作开展有声有色。已先后举办扶贫

年货节、端午和中秋展销会以及“双11”县直机关干

部电商扶贫线下消费活动，共组织200家农产品企

业、扶贫产业园1000个产品参加展销。举办2场农

产品产需对接会以及肥东樱桃、鲜桃、杭椒、虾稻

米等农特产品上行专场对接会，累计参展企业80

家，梁园镇、八斗镇、响导乡扶贫产业园叶类蔬

菜、鲜桃、西瓜成功对接永辉超市和电商平台，

截止12月第3周，全县农村产品网销额4.75

亿元。为14个贫困村招聘有产业基础的、

有线上销售的电商经营主体，结对帮扶贫

困村销售农村产品。建成长临河镇老

街、古城胡盼盼农特产品线下体验馆，

在全省率先建设运营肥东兴农扶贫微

信小程序，聚焦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

困户农产品上行，免费开通运营18

乡镇70个电商扶贫网店，上架肥

东农产品超过1000款，2019年

线上销售超过200万元。

结对霍邱年度帮扶任务

全面完成。举办肥东-霍邱

农产品上行对接会,对接电

商平台，助力霍邱农产品

网上销售。联合举办

“肥东—霍邱电商扶贫

中秋展销会”，邀请22

家以上霍邱县农产品

企业参加展销，通过

线上线下累计采购

霍邱农产品66万

元。出台采购

补贴政策，指

导肥东企业

采购霍邱县

优质稻谷超

过 5000 万

元。

锚定高质量发展 书写新时代“商务答卷”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之年。一年来，肥东县商务局
全系统干部职工围绕年初确定的各
项目标任务，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勇于担当、攻坚克难，为建设大富美
强现代化东部新城作出了新的重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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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

明确目标精准发力
2020年，县商务局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推

进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4＋4”工程实施，（即“4

项经济指标”和“4项重点工程 ”），找准目标、找准抓

手，以更加有效的手段推进商务高质量发展。

“4项经济指标”：圆满完成合肥市下达我县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服务外包

发展任务。2020 年预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

8%、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利

用外商直接投资1.47亿美元增幅5%、服务外包执行额

增幅15%。

“4项重点工程 ”：聚焦“一带一路”，组织企业参加

省厅自办境外会展和境内知名展会，拓展外贸国际市

场，助推外贸稳中提质。引领消费升级，打造特色商业

示范街，巩固首个市级特色商务街肥东禹洲中央广场

创建成果，新增合肥新城吾悦广场市级特色商业示范

街。抓实电商民生，开展农村电商示范创建，争创1个

省级农村电商示范镇、5个示范村、一批电商示范网点、

2个年网销超1000万元农村电商企业、2个年网销超

100 万元电商品牌。四是助推脱贫攻坚，制定肥东

2020电商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推广“电商+基地+贫困

户”和“你种我销、你养我卖”扶贫模式，创新电商扶贫

合伙人利益联结机制，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更

多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完成霍邱县结对帮扶年度任

务。

找准抓手有的放矢
抓政策激活力。发挥奖励政策引导作用，尽快审

核、兑现2019年肥东县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围

绕外贸、外资、外经、内贸、电商企业举办多层次、多类

别政策制定专题工作座谈会，不断提升营商政策环

境。举办电商线下促销活动，出台参展企业补贴，鼓励

农特产品企业积极展销。牵头协调相关部门推进县城

菜市场升级改造工程，积极争取省市项目资金，鼓励乡

镇推进农贸市场建设。

抓宣传强服务。持续开展“四送一服”集中活动，

及时宣讲省市最新政策，结合2019年外贸政策宣讲，

加大外贸业务培训，深入高贝斯、中南光电等重点外贸

企业，做好政策宣贯，破解企业发展的难点，持续营造

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助推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抓项目强引领。抓电商项目，完成省市农村电商

民生、扶贫工作各项任务，打造一批旅游景点肥东农

特产品线下体验馆，培育一批省级电商示范镇、示范

村、示范企业、示范品牌。抓服务外包项目，对接鼎韬

服务外包公司和乡镇园区，通过多方位服务和县内优

惠政策来吸引企业落户肥东。抓限上企业项目，组织

企业持续开展消费促进主题活动，鼓励企业积极参加

进博会、广交会、华交会等境内外各种展会，开拓新的

消费市场。抓外资项目，重点跟进民商（合肥）物联网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已注册未到位的公司。抓外贸

项目，结合省商务厅自办展会，推荐县内无纺布类和

机械类企业明年参加优质境外展，帮助企业开拓国际

市场。

抓党建再提升。加强学习，在学懂弄通做实新思

想上再提升、全面提升理论水平。充分运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采取的个人自学、集体学

习、支部研讨、理论中心组学习等有效学习形式，推动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

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严讲政治，在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上再提升，全面提升政治站位。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中央和省市县委

各项决策部署在商务领域落地见效。担当作为，在加

快肥东商务高质量发展上再提升，全面提振干事创业

精神，为肥东建设大富美强东部新城建设中再立新

功。履职为民，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再提升，全面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努力走出一条具有肥东特色

的新路子，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从严治党，在维护良好政治生态上再提升，全面落实

管党治党责任。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纪律

定力、道德定力、拒腐定力，带动全局保持风清气正的

良好政治生态。

聚焦消费拉动
市场运行繁荣有序

指导大型商业综合体肥东新城吾悦广场建成，200

多家品牌入驻运营，开业客流突破28万人次。选定合

肥联家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肥东分公司等6家企业，签订

生活必需品应急储备协议。加强重大节日市场监测和

市场运行情况的阶段性分析和预测工作，督促110家

重点限上企业每月按时填报入统数据，全年发布51期

《肥东县生活必须品周末行情》简报。加强万润食品有

限公司等3家试点企业肉菜追溯体系建设。规范成品

油市场经营秩序，上报38座加油站年检工作。完成中

石化撮镇油气电等3个合建站、油气站的规划确认、皖

通加油加气站等2个成品油经营批准证书相关手续；完

成全县加油站双层罐改造工作。打击非法经营成品油

行为，出动执法人员约30人、查获非法流动加油车辆

17部、罚款3.6万元，立案计17起，行政拘留12人，没

收成品油约 9 吨。完善二手车交易信息采集工作，

2019 年全县备案的 2 家二手车企业共交易二手车

9800 余台。

聚焦党建引领
基层组织全面加强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全

局各项工作得到了全面促进,全体党员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全县商务系统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受到县委第七

巡视指导组充分肯定。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始终把思

想政治建设摆在党建工作的首要位置，锤炼商务干部

职工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激发干事创业、创先争

优的热情和干劲。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认真履

行党建主体责任，以优化党务人员配备为重点,

对商务系统机关事业和国有企业党支部及部分

党员进行调整整合，成立了中共肥东县商务局机

关委员会，整合局机关党支部，完成饮服

公司等4个支部换届工作，新设立商投公

司第四党支部。强化意识形态工作，运

用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现场教学、微信

群学习等形式，组织主题学习活动30余

次,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和

学习十九大精神及习近平系

列讲话、“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党课5次，开展全系统党务

集中培训2次。成立9个党员

志愿服务队，积极开展走访慰

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强化党

风廉政责任，坚持把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工作纳入商务事

业发展和党建工作总体部署，

抓党建、带队伍、促发展，帮助

广大党员干部筑牢廉洁“红

线”，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为商务事业新发展新

提高新突破提供强大政治保

证。县商务局机关党支部获

县委通报表彰“肥东县先进党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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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全县电子商务工作

新展望

○肥东又一大型城市综合体吾悦广场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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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东县首次承办合肥市电商技能大赛

B

○县委书记孙良鸿在“双 11”县直干部电商扶贫展销会
上与参展企业亲切交谈

○县商务局领导为手工挂面企业站台代言

○省商务厅副厅长乔兴力巡视合肥农产品产

销对接会肥东展区

○县委副书记、县长姚飞在肥东电商农产品展销会上巡展

○副县长方志山召开全县出国劳务市场清理整顿工作会议

○合肥市商务局局长邢孝鸿在合肥市农产品
产销对接会上指导肥东农产品网货上行

○合肥市副市长朱策莅临合肥市农产品产销
对接会肥东展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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