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商务局政务公开清单

序号 工作职责 业务事项 信息类别 公开属性 属性依据 内容标准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形式

1
依法核准对外经济合作经营

资格
对外劳务合作经
营资格核准

 权力清单   （行
政许可）

主动公开

1.《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20号）2.《对
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管理办法
（试行）》（商务部、财政部令2014
年第2号）3.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 内
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
《内蒙古自治区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
格管理办法》的通知（内商外经字〔

2015〕1046号）

事项名称、事项编码、事项类别
、设定依据、审批对象、实施机
关、办理科室、受理方式、受理
地点、审批流程、申报材料、审
查内容、审查标准、批准形式、
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办理时限

、有效时限

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

2
依法管理和监督对外劳务合

作

对外投资合作“
双随机一公开”

监督工作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主动公开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对外投资合
作“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细则

（试行）的通知（商办合函〔2017〕
426号）

抽查事项、抽查依据、抽查对象
、抽查对象基数、抽查比例、抽
查周期、抽查方式、抽查主体

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

3

拟订全市服务贸易、技术贸
易、服务外包政策并组织实
施。负责全市会展业促进与
管理工作，管理党政机关境
内举办展会活动。受委托办
理国际货代企业备案。负责
商贸服务业（含餐饮、住宿
业）的行业管理工作。

组织企业参加国
内重点展会

展会活动和组织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展会动态
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

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

4 餐饮行业管理
餐饮行业管理与政

策支持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依据《包头市疫情期间促进困难
企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与相关
科室共同拟定我市餐饮行业申报

细则。

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
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及其他

相关媒体

5 政策解读宣传 宣传信息 主动公开
商务部、自治区商务厅相关服务贸易

类

依据《包头市疫情期间促进困难
企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与相关
科室共同拟定我市餐饮行业申报

细则。

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
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及其他

相关媒体

6

拟订全市电子商务发展政
策，制定发展规划。建立健
全网络零售统计和评价体系
。推动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建
设。负责商务大数据的集成
和信息发布。推动电子商务

进农村工作。

编制本市电子商
务行业发展规
划，制定促进行
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

相关政策文件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全文公开 电子商务和信息化科 长期 商务局网站



7
负责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监

督管理工作。
单用途商业预付
卡企业备案登记

备案信息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备案企业名单 市场体系建设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

8 网络文明建设工作 局属信息发布
宣传信息和相关政

策文件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全文公开 电子商务促进中心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

9
指导企业参加境内外各类贸

易促进活动
组织企业参加境
内外重点展会

展会组织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展会信息、参展通知等 对外贸易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

10
包头市属企业从事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案

受商务部委托办
理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登记

权力清单（其他）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事项名称、适用范围、审定依据
、受理机构、决定机构、申请条
件、申请材料、备案流程、办理

时限等内容

对外贸易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

11 预算工作 部门预算公开 报表及文字说明 主动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部门预算公开、部门“三公经费
”预算公开、其他事项公开

财务科
部门预算经本级
财政部门批复后
20日内公开

商务局网站

12 决算工作 部门决算公开 报表及文字说明 主动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部门决算公开、部门“三公经费
”决算公开、其他事项公开

财务科
部门决算经本级
财政部门批复后
20日内公开

商务局网站

13 公开相关政策

公开《内蒙古自
治区关于做好稳
外资工作的若干

措施》

相关政策文件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政策全文、解读 外国投资管理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商务

局公众号

14 公开相关业务办理流程

公开外商投资投
诉流程、外商投
资企业设立变更
信息报告或初审

流程

相关政策文件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政策全文、解读 外国投资管理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商务

局公众号



15

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机构编
制工作

机构编制管理 法定职责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依据“三定”方案及职责调整情
况确定的本部门最新法定职责

人事处
15个工作日内公

开
商务局网站

16 机构编制管理 内设机构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内设机构(处室)名称、职责、联

系方式
人事处

15个工作日内公

开
商务局网站

17 机构编制管理 所属机构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单位名称、类别、职责、联系方

式
人事处

15个工作日内公

开
商务局网站

18

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工资福
利、人员调配、专业技术职
称评定、考核表彰、档案管

理人事工作

人事信息 招考（招聘）信息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1.公务员招录和遴选有关事宜；

2.事业单位招聘有关事宜
人事处 公示期为7天 商务局网站

19
牵头负责商贸流通领域消费
促进方面的政策并组织实施

促消费政策 业务工作 主动公开

《内蒙古自治区消费促进2022年行动
方案》、关于印发《2022年促进线上
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内商运字〔2022〕152号）

全文公开 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

20
负责全市市场运行监测和内

贸统计工作
节假日市场运行

监测
业务信息 主动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全文公开 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

21

研究拟定本市现代流通业发
展规划，提出促进流通改革
和发展的政策建议，推进流
通产业结构调整；组织推进
连锁经营、商业特许经营等
现代流通方式的创新和发
展，促进社区商业、中小商
贸企业和“老字号”企业发

展

编制本市现代流
通业发展规划及
相关政策措施

本市现代流通业发
展规划及相关政策

措施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政策规划 流通业发展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



22
负责商业特许经营者备案工

作
办理商业特许经

营备案
权力清单（其他） 主动公开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商业特
许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职权编码、职权名称、依据、实
施主体、备案流程、监督方式

流通业发展科 长期公开 商务局网站

23
拍卖企业（分支机构）申请
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

变更审批
行政许可

权力清单（行政许
可）

主动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拍卖管

理办法》

事项名称、事项编码、事项类别
、设定依据、审批对象、实施机
关、办理处室、受理方式、受理
地点、审批流程、申报材料、审

查内容、审查标准

流通业发展科 15个工作日 商务局网站

24
拍卖企业（分支机构）年度

核查
行政检查 权力清单（其他） 主动公开 《拍卖管理办法》

职权编码、职权名称、依据、实
施主体、备案流程、监督方式

流通业发展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

25

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本市
物流配送重点设施布局规
划，协调物流园区的规划和
建设，拟订促进商贸物流发
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并组织实
施。推进物流行业技术创新
应用和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编制本市商贸物
流发展规划

发展规划文件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政策规划 流通业发展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

26
指导流通领域再生资源回收

和节能减排工作
指导沟通

政策文件及行业标
准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全文公开 流通业发展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

27

研究全市商务领域、口岸管
理相关政鋒规和商务发展趋
势并就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建
议。研究拟订全市商务、口
岸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汇
总、分析全市囯内外贸易、
对外经济合作、外商投资运
行情况。负责机关法治建设
工作。负责局内行政审批相
关工作。承担行政复议、行
政应诉工作。承担综合性材

料的起草工作。

工作制度
重大行政决策工作

制度
主动公开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

定》
《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包
头市人民政府（党组）“三重一大”

集体决策工作制度>的通知》

重大行政
决策程序

政策法规科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



28

负责机关日常运转，承担信
息、保密、信访、档案、新
闻宣传和机关事务管理等工

作。

政务工作 机构信息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机构名称、办公地址、网址、通

信地址、邮政编码
办公室 实时公开 政府网站

29 建议、提案 建议提案信息 主动公开
《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包
头市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结

果公开的通知》
建议提案 办公室 年度公开

1.人大、政协答复
意见在商务局网站

公开。
2.人大、政协答复
意见在指定网站上

公开。

30 工作信息 政务信息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工作信息 办公室 实时公开
商务局网站、微信

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