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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消费】中小企业协会、商业联合会等联合举办 2020

中国独角兽嘉年华系列活动，发布《2020 中国独角兽企业年度

观察报告》、组织内循环·大消费专题活动、全球共享经济论坛

2020 夏季峰会等。商业联合会联合阿里巴巴举办首届全国生活

服务业直播大会暨播动中国直播节启动仪式，多家企业从不同维

度分享疫情期间积极拥抱数字化的典型案例。连锁经营协会举办

CCFA 新消费论坛—2020 中国连锁餐饮峰会，围绕连锁餐饮企业

运营力、数字化、供应链、食品安全、品牌发展等进行深入探讨。

百货商业协会就配合商务部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即将举办的

2020 年全国消费促进月活动—百城万企促消费，组织会员企业

落实“六保”任务 促进高质量发展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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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相关安排。汽车工业协会与长沙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第二届

中国汽车新消费论坛，全面研判和探索汽车消费趋势与提振汽车

消费之策。商业联合会、蔬菜流通协会、农贸联合会等召开第

11 届全国年货购物节筹备工作会，研究通过举办全国年货购物

节，更好的促进消费，在形成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应有作用。纺织

品商会与乌兹别克斯坦纺织协会举行视频会议，交流疫情以来本

国纺织服装业运行情况，研究在纺织服装领域深化贸易和投资合

作的意见。医药保健品商会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就推进提升武汉医

药国际化水平、后疫情时代助力医药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等进行

座谈交流。 

【服务企业】民营国际商会与建行总行等举办银企对接金融

服务需求座谈会，了解企业需求和金融服务遇到的困难，研究利

用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提供融资、融合、融智、融技服务。纺织品

商会召开巴西对中国袜子产品反倾销案网络应诉协调会，帮助有

关地方和企业了解案件情况，研究应诉策略。机电产品商会联合

阿联酋驻华使馆、阿布扎比投资办公室举办中国—阿联酋投资机

遇在线研讨会，帮助企业在后疫情时期拓宽对阿联酋的投资合作

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商业联合会召开2020年经贸摩擦预警机构

工作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经贸摩擦预警体系建设，为中国企业

国际化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持。中药协会、医药保健品商会等召开

中国井冈山杜仲研究与应用大会，与国开行、农行等酝酿成立杜

仲产业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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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创新】汽车工业协会举办 2020 中国汽车论坛，以新

变局、新挑战、新思路——引领中国汽车新征程为主题，分别组

织 T10 峰会、大会论坛和 8 个主题论坛等活动，围绕加快汽车产

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探讨交流解决之道。互联网协会、

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等联合举办 2020 北京网络安全大会，邀请两

院院士和国内外专家，围绕 1000 多个网络安全议题进行交流和

碰撞。钢铁工业协会举办 2020 年高质量发展·装备与钢铁同

行·冶金先进技术装备创新推进会议，聚焦钢铁冶金先进技术装

备发展需求，探讨协同创新的重点方向与模式。氮肥工业协会召

开 2020 年中国甲醇产业大会，分析产业发展形势，展望“十四

五”趋势，交流探讨新思路、新技术，谋划高质量发展。农机工

业协会举办 2020 中国农业机械与零部件行业峰会，以技术创新

引领发展、协同攻关促进升级为主题，共商科技创新、产品升级、

高质量发展之路。矿业联合会举办 5G+智能矿山论坛，探讨智能

矿山发展现状、产业环境、未来趋势，分享最新科研成果和应用

案例。机械联合会举办第三届中国现代煤化工技术装备智能化创

新发展论坛，探讨推进从数字化交付到流程工业智能化技术创

新，加强自主产业链建设。环保产业协会举办 2020 第一届固废

处置资源化高峰论坛（医废专题），总结分享疫情期间医废收运

处置先进经验，助推全国医疗废物处置能力建设。招投标协会召

开 2020 年央企建设现代智慧供应链成果交流会，介绍创新推进

“互联网+”招投标方式，探索打造全生命周期数字化、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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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的做法和经验。 

【服务政府】轻工联合会、石化联合会、塑料加工协会、包

装联合会发出《关于共同做好塑料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倡议书》，

推动加强塑料全产业链污染防治，走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

绿色发展之路。物资再生协会召开《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宣贯大会，研究建立完善相关标准体系，加强行业自律，

引导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经济运行】矿业联合会召开 2020 年上半年矿产品供需形

势分析研讨会，煤炭、石油、钢铁、有色、稀土、黄金、钨业等

矿业协会就上半年矿产资源开发、矿产品供需和运行形势进行研

讨。汽车工业协会召开信息发布会，通报 7 月份汽车工业经济运

行情况，并就行业热点问题与媒体进行交流。建材联合会召开

2020 年上半年建材行业经济运行形势分析会。 

【交易会展】煤炭工业协会举办 2020 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

会，同期举办分论坛、线上专题和线上展示等活动。机械联合会

举办第 28 届中国西部国际装备制造业暨欧亚国际工业博览会，

同期举办西部制造智能发展论坛、西部工业信息化发展论坛等活

动；举办第 15 届中国（济南）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展览会，集中

展示新能源汽车、微型电动汽车、充电（站）桩、新能源汽车前

沿技术等。 

【绿色发展】环保产业协会开启 2020 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

线上平台，为企业送技术、送方案，推动提高污染治理水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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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有 500 余家国内外环保企业入驻，浏览超过 138 万人次。钢

铁工业协会召开 2020 年钢铁企业对标挖潜工作交流座谈会，总

结对标挖潜工作机制建设、成效和经验，研究优化全面对标、注

重绿色对标、开展国际对标的思路和措施。电力联合会召开 2020

年燃煤电站生产运营管理第 49 届年会暨能效管理对标发布会，

总结火电机组能效对标工作，展示煤电产业发展成果，推进转型

升级。机械联合会召开 2020 年节能诊断服务工作启动会，部署

组织专家组赴 13 个省市开展现场节能诊断工作。 

【战略合作】有色工业协会与上期所续签战略合作协议，拟

深化产融结合，推动期货市场在推动有色行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提升中国有色金属期货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果

品流通协会与国家林草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围绕着力国内大

循环、稳定林果产业链和供应链，打通可食性林产品生产、流通、

销售等，在发布信息、组织对接、推进品牌建设等方面紧密合作。 

【行业规划】建材联合会召开《建筑材料工业“十四五”发

展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会。矿业联合会举办 2020

中国探矿者年会，探讨在山水林田湖草综合管理体制下拓展地质

工作发展空间、促进转型发展。皮革协会就制定《皮革行业发展

指导意见（2021-2025 年）》，赴河北、山东开展实地调研。 

【培训交流】互联网协会举办首场区块链应用开发工程师

（初级）岗位能力提升培训，旨在加强区块链产业人才队伍建设，

推动区块链技术发展；组织团体标准培训，促进会员单位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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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团体标准建设。施工企业协会通过网络慕课平台，举办工程建

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初级推进培训班；举办工程建设企业财税一

体化管理观摩会，学习 ERP、资金管控、增值税管理等信息化建

设成果。 

 

 

 

【总体部署】煤炭工业协会召开 2020 年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工作会，总结交流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分析行业信用建设面临的

形势，研究部署构建适应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信用体系的

任务和措施。 

【信用承诺】水利工程协会新增 92 家（累计 11310 家）单

位会员签署行业诚信自律公约、新增 4660 名（累计 370831 名）

个人会员签署行业职业道德准则。施工企业协会、中小企业协会

分别新增 33 家、32 家新入会企业签署行业信用承诺。 

【信用档案】水利工程协会新增 30 家（累计 8840 家）会员

单位信用档案。施工企业协会、中小企业协会分别新增 73 家、

32 家会员企业信用档案。 

【信用评价】水利工程协会启动 2020 年度水利建设市场主

体（施工、监理、质量检测、招标代理、供货类）信用评价工作。

参评单位计 3000 余家。施工企业协会完成今年第一批 138 家企

业信用评价（初评）专家组评审；完成 178 家复评企业的专家评

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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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启动今年第二批信用评价（初评）工作，已有 60 余家企业

申报；公布今年第三批 241 家工程建设企业信用星级认定结果。

软件协会、中小企业协会分别完成 24 家、21 家会员企业信用评

价。氮肥工业协会对 9 家会员企业信用等级复评结果予以公示。

通信企业协会启动第 13 批行业信用评价和第 9 批信用企业年度

复查工作。 

【换届选举】互联网协会物联网工作委员会召开第二届第一

次全体会议，听取换届工作情况报告，审议通过工作规则等，选

举产生第二届领导机构，研究安排近期工作。物资再生协会召开

七届二次理事会议，听取并审议换届以来工作情况和下一步重点

工作意见，审议通过分支机构调整方案等。 

【倡议引导】中小企业协会、教育装备协会、轻工工艺品商

会分别向分支机构和全体会员单位发出厉行勤俭节约、坚决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倡议书。 

【表彰激励】施工企业协会组织开展 2020 年度工程建设诚

信典型企业评选，已收到 421 家企业申报，正组织审核。农机工

业协会、农业机械化协会、农机流通协会举办第 12 届全国农机

用户满意品牌颁奖仪式，13 类产品、53 家企业的 75 个品牌荣获

全国农机用户满意品牌。氮肥工业协会发布 2019 年全国甲醇产

量 20 强、2019 年甲醇行业节能先进企业名单。钢铁工业协会发

布 2019 年度对标挖潜 15 项指标最佳企业评选结果。 

【信息发布】煤炭工业协会召开 2020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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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28 家煤企从绿色发展、民生就业、精准扶贫、疫情防

控等方面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汽车工业协会推出“中国汽车消费

年度发布”，包括年度消费者关注品牌、年度消费者信赖车型等

17 项重要内容。通信企业协会公布 2020 年下半年主要工作安排，

包括组织行业信用建设、认证培训、创新应用大会、互联网网络

安全年会等 35 项。 

【团体标准】工程机械协会发布《工程机械行业基于 Handle

的供应链信息交汇通用数据》3 个团体标准。教育装备协会召开

《中小学陶艺教室装备规范》团标编制会议。 

【信用培训】电力联合会举办 2020 年第二期电力行业信用

管理专业人员培训。施工企业协会以构架企业诚信建设之安全保

证体系为主题，举办 8 月份“信用讲堂”在线公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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