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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题字 夏晓峰 烟台市工商联主席

全全市市引引进进项项目目3333%%通通过过工工商商联联完完成成
烟台市工商联召开第十二届四次执委会，总结2014年成绩与不足，提出新一年工作任务

以守法诚信为重点开展
培训教育，通过邀请司法领域
专家授课、举办培训班等形
式，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法
治意识，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依法治企。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加强
与政府部门沟通联系，开展行
政执法监督，维护市场秩序，
保证公平竞争，促进依法行
政。推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
任人民陪审员、监督员，参与
司法活动，开展司法监督，促
进公平正义。

加强法律维权服务，密切
与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和法律
服务机构的联系，整合各方面
资源，利用法律服务中心平
台，开展小微企业法律援助。

引导商会制定自律公约，
开展信用评价，提供法律咨
询、纠纷调解等服务。

开展社会实践教育，组织
开展“同心工程”、光彩事业、
感恩行动、助学、助老等活动，
提升活动影响力和覆盖面。

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
充分发挥巴基斯坦烟台商会
和国外友好工商团体的桥头
堡作用，引导有条件的民营企
业调整发展战略。同时助推产
业链上的小微企业共同“走出
去”，加快转型升级。

加强与发改、工商、税务、
银行、通讯、高校等行业机构
的战略合作，扩大合作领域，
在税收优惠政策、专项资金使
用、融资担保、就业人才服务
等方面为非公有制经济转型
升级提供支持，进一步推动政
策落地。

打造商会服务品牌，加大
“以商招商”力度，增强招商引
资成效。

深入开展争创“五好”县
级工商联活动，推动县级工商
联进一步完善机构设置，进一
步提高县级工商联组织建设
工作水平。

1 “感恩行”大公益

2014年，深化“感恩行”主
题实践活动，1 0 0多个商会和
11000多个会员参与，在扶危济
困、捐资助学等活动中捐款捐
物3281 . 7万元。市总商会副会
长、烟台诚新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邢新强投入800万元
在鲁东大学设立创新发展基
金，为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提
供资金支持。全国工商联执委、
市工商联副主席、金侨集团董
事长彭德洲捐款300多万元为
栖霞市亭口镇修路。鹏翔置业
公司董事长董良盛资助10名优
秀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市工
商联汽车商会、果业商会等商
会及很多会员企业“八一”期间
主动赴预备役76师、海军等部
队慰问，捐款捐物80多万元。

2 紧扣发展做培训

2014年，烟台市工商联继
续坚持和完善“基地培训”、“主
题班次培训”、“企业家进党校”
等常规培训机制，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为引领，先后
举办各种专题培训活动7次，培
训会员1000多人。其中，与市委
统战部组织的第三期烟台市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
浙大培训班的培训，效果突出。
2014年内，烟台市工商联各级
组织通过与培训机构合作等多
种形式共培训会员3 5 0 0多人
次，进一步深化了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成果。

3 招商引资好平台

据统计，2014年烟台市引
进的项目中，33%是通过工商联
各级组织完成的。

其中包括配合市委、市政
府承办了山东省工商联商会建
设经验交流会暨烟台海洋经济
发展大会，省工商联31个商会
135家企业参加会议，签订项目
26个，引进市外资金2000多亿
元。围绕全国工商联十一届三
次执委会暨全国知名民营企业
入鲁助推山东转调创洽谈会的
召开，积极为烟台市招商活动
提供联络服务，有针对性地指
导各县市区工商联和有关部门
与全国工商联、省工商联直属
商会、执委企业及多个省区市
工商联及政府部门开展联络对
接，先后提供272家执常委企业
联络信息、26家商会联络信息，
邀请100多家商会和企业来烟考
察和进行项目对接，促成74个全
联执委企业达成合作意向，签
约金额2238亿元，其中烟台市工
商联引进项目3个，合同投资额
2 . 3亿元、协议投资额20亿元。

4 助推中小企业发展

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继
续推动多元化、多形式、多渠道
的社会化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强化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
作，通过联保合作社、互助基金
和开办“金融超市”等形式，为
会员企业融资85亿元，有效地
缓解了会员企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的融资压力。强化“走出
去”战略的实施，积极引导会员
企业主动跻身国际市场，先后
组织会员企业40多人次赴巴基
斯坦、柬埔寨等国家和地区继
续商务考察，推动交流合作。

5 会员权益的保护者

2014年，烟台市工商联进
一步完善了市、县两级工商联、
基层商会和纪委、政法、工商、

税务、劳动等相关部门共同参
与的法律维权联动机制，增强
了工商联系统整体法律维权能
力和服务水平。据统计，2014年
度，共为会员企业提供法律咨
询、代理等服务351次，协调解
决经济纠纷122次，代理经济案
件77件，挽回经济损失1 . 7亿多
元。

6 打造经济服务新板块

成功举办了“2014年烟台
春季汽车展暨文化节”、“2014

第十一届烟台汽车工业展览
会”，两次展会销售总额约16亿
元，有力地促进了汽车经销业
的健康稳定发展和服务业的繁
荣。协调推动内蒙古商会设立
了山东省首个节能环保产业孵
化基地——— 内蒙古商会“烟台
节能环保孵化园区”。园区运行
以来，已有36家节能环保企业
入驻，拥有专利43个，申请省市
项目7个，承接了只楚工业园、
航天513所等节能环保整体改
造等重大项目，成为烟台市打
造“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城”的重
要基础力量。

7 积极开展调查研究

烟台市工商联坚持重心下
移，深入企业基层，通过实地走
访面对面访谈、重点问题专访
等形式，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撰
写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前提》的调
研报告，总结梳理了《关于着力
加快金融改革和金融产品创
新》等17条建议。配合全国工商
联开展了第十一次全国私营企
业调查工作和“国办发8号文
件”落实情况调研，协助省联完
成了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情
况调研工作。

本报1月18日讯 (记者
鞠平 ) 16日，烟台市工

商联组织召开了第十二届
四次执委会，烟台市委常
委、副市长王中参加会议
并发言，肯定了工商联在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重
要贡献。烟台市工商联主
席夏晓峰在会议上作了工
作报告，总结了2 0 1 4年度
工商联的各项成绩和不
足，并提出了2 0 1 5年度的
工作任务。据了解，2014年
度，烟台市的引进项目中，
33%是通过工商联各级组
织完成的。

2 0 1 4年度，烟台市工
商联围绕“两个健康”工作
主题，各项工作取得了新
的进展，主要表现在：深入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
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理想信
念教育实践活动；拓展平
台载体，服务非公经济适
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
工作思路，不断增强商会
组织的活动；深入调查研
究，积极建言献策等四个
方面。据统计，2014年烟台
市工商联系统新建基层商
会1 1个，总数达到2 4 8个，
发展会员1 4 7 4个，总数达
到14914个，基层商会建设
和会员发展工作继续保持
良好势头。

2 0 1 5年度，烟台市工
商联将继续牢牢把握“两
个健康”工作主题，发挥思
想整治工作长效机制作
用，广泛开展守法诚信教
育，引导民营企业在新常
态下加快转型升级，加强
以发挥商会作用为重点的
基层组织建设，坚持不懈
抓好作风建设，为烟台市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
依法治市做出新的贡献。

据夏晓峰介绍，2 0 1 5

年度的工作任务集中在四
个新常态上。首先，切实提
高政治引领的实效性，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适应
法治进程新常态；其次，搭
建服务平台，引导民营企
业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第三，切实提高组织建
设水平，主动适应商会改
革发展新常态；第四，突出
抓好机关作风建设，主动
适应政治生态新常态。加
快非公有制经济对四个新
常态的适应，才能为加快
建设蓝色文明幸福之都做
出新的贡献。

2015年工作任务：

打造商会

服务品牌

相关新闻

2014年成绩：捐款捐物3200多万元

市工商
联第十二届
四次执委会
现场 本报
记者 鞠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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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临门门

1月18日中午，商会乔
迁新址和谷园酒店盛装开
业，为烟台市河北商会送来
双喜。 本报记者 鞠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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