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远市商务局2021年普法工作指引及普法责任清单

序
号

普法内容 普法对象 普法目标 具体计划、举措 责任科室

1

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关于全面依法治国
、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
党内法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党内法规等

局党组成员、
局（中心）工
作人员

通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关于全面依法治
国、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提高
领导干部的法制意识和法律素
质，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特别是
党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
能力，促使全体党员干部尊崇法
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
法律，带头遵纪守法、捍卫法治
。

1.组织局党组成员专题学习，将宪法等法律和党内法规纳
入党组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一是组织局党组成员专题
学习党内法规，学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务公
开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内容。
 二是组织局党组成员集中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思想， 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关于
建设法治国家的内容，以及《宪法》《监察法》等有关内
容。2.发放学习书籍，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各类学习会、主
题讲座、考学活动，组织党员干部进行自学和集中学习。

机关党委 

2
保密法、档案法、信息公
开条例、信访条例等方面
的法律法规

局（中心）工
作人员

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巩固前
期工作成果，进一步加强领导干
部的法制观念、责任意识和工作
水平

1.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有计划、多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及培
训活动。2.加强对关键部门、岗位人员的法制教育和岗位
培训，促使掌握法律知识，自觉履行工作责任和义务。3.
推进普法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结合工作岗位开
展经常性的学法、用法活动，牢记工作规范，提高工作人
员在具体工作业务中守法、用法的自觉性。

办公室

3
财务审计等财务方面的法
律法规

局（中心）工
作人员

了解财务方面的政策法规 将市有关财政方面相关最新政策告知各科室。 办公室

2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
法治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局（中心）工
作人员

把“谁执法谁普法”主体责任落
到实处，法治宣传教育方式进一
步丰富、实效性进一步增强，商
务系统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工作能
力明显提升，服务对象法律意识
明显增强，充分发挥法治宣传教
育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基础作用

1.制定我局年度普法计划和普法责任清单，明确普法工作
的任务目标、重点对象和工作要求；2.充分发挥普法工作
责任部门、法律顾问的作用，深入总结和宣传法治政府有
关决策部署、建设成效、经验做法；3.定期督促普法规划
、计划和普法责任清单的落实。

贸易管理科（政策法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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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普法内容 普法对象 普法目标 具体计划、举措 责任科室

3

宪法、民法总则、行政许
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
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行
政强制法等基本法律法规

局（中心）工
作人员

法治宣传教育方式进一步丰富、
实效性进一步增强，商务系统工
作人员依法行政工作能力明显提
升，服务对象法律意识明显增
强，充分发挥法治宣传教育在法
治政府建设中的基础作用

1.每年组织商务系统工作人员开展法治专题讲座或培训；
2.认真组织年度学法考试，实现全局工作人员全覆盖；3.
购买法律法规读本，并整理相关解读资料，在全局范围内
组织学习、研讨；4.积极参与全国普法办和省、市普法办
组织开展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和社会公益普法活动。

贸易管理科（政策法规科）

4

《拍卖管理办法》《二手
车流通管理办法》《报废
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

管理对象、服
务对象、执法
对象、局（中
心）工作人员

进一步增加拍卖、二手车、报废
拆解及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对
象的法治观念

1、向拍卖和二手车新进企业转达、解读相关政策文件，
提高企业对行业的认识水平和法律法规意识；2、加强对
拍卖、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等行业的日常监管，督促辖区
内商务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定期进行安全生产排查工作，由
其督促企业定期落实法律法规安全生产培训，增强守法意
识。

贸易管理科（政策法规科）

5

《商标侵权判断标准》、
《广交会涉嫌侵犯知识产
权的投诉及处理办法》、
《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
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
导意见》、《关于涉网络
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几个法
律适用问题的批复》

参展企业
增强进出口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提高企业应对涉外知识
产权纠纷的能力

加强对我市广交会等重点出口展会参展企业有关法律法规
宣传力度，开展展中巡查，配合省交易团落实对侵权行为
的惩戒措施。

对外贸易科

6

《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
许可证管理办法》《易制
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易
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
定》

管理对象、服
务对象、执法
对象、局（中
心）工作人员

让涉及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许可
业务的相关人员了解具体法规，
提升法律认知，提高办事效率

1.通过微信网络等方式加大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许可相关
法规宣传力度；2.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人员到涉及易制毒化
学品进出口许可业务的企业进行实地检查同时进行易制毒
化学品进出口相关法规宣传。

审批科、外资管理与对外经
济合作科、对外贸易科

7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反倾销协定》《保障
措施协定》

县（市、区）
商务部门、相
关商协会、企
业相关工作人
员

提升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
科学、合理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和
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综合能力

畅通贸易救济渠道，指导企业积极应对各种贸易摩擦。疫
情期间及时发布重点市场最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引导受疫
情影响无法如期履行或不能履行国际贸易合同的企业到贸
促会免费办理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

对外贸易科

第 2 页，共 4 页



序
号

普法内容 普法对象 普法目标 具体计划、举措 责任科室

8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
办法（试行）》

单用途预付卡
备案企业

通过对备案企业普及《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
关知识，让企业进一步提高法律
意识，引导企业依法管理、诚信
经营

1.在局官方网站公开《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
行）》；2.走访企业，向企业宣传《管理办法》有关政
策；3.指导企业加强日常管理，公开公示单用途卡章程。

服务贸易与市场调节科

9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

有意愿成为商
业特许经营门
店的申请者

提醒特许人遵守相应条款
通过局官方网站和其他相关媒体的信息平台和不定期实地
走访企业单位相结合，积极宣传商业特许经营政策法规，
提醒特许人遵守相应条款。

审批科、市场建设与管理科

10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2014年商务部令第3号）
《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发布
境外投资管理实施细则的
通知》（粤商务合〔2015
〕20号）

管理对象、服
务对象、执法
对象、局（中
心）工作人员

进一步增加管理对象的法治观
念，让全市有境外投资的企业、
商务系统工作人员熟悉相关法律
法规，提高业务水平及办事效率

1.通过邮件、政务服务网、局官方网站等途径宣传境外投
资相关规定；2.在服务企业时宣传有关规定。

外资管理与对外经济合作科
、行政审批科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
资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
法》

科室人员、县
（市、区）商
务部门、全市
外商投资企业

让全市外商投资企业、商务系统
工作人员熟悉各相关法律法规，
提高业务水平及办事效率

1.及时转发上级部门的相关通知，传达通知精神到各县
（市、区）商务部门，转达到各外商投资企业中；2.组织
科室人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其业务水平。

招商科，投资促进中心、外
资管理与对外经济合作科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
务法》等涉及电子商务方
面的法律法规

电子商务经营
者；局（中
心）工作人
员；县（市、
区）商务部门
相关工作人员

通过落实“七五”普法工作，深
入开展各项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
实践，使商务部门工作人员法治
理念更加牢固，法律意识和法律
素质进一步增强，依法行政的能
力和服务企业的水平得到提升，
同时增强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法律
意识，引导电子商务企业依法管
理、诚信经营

1.通过加大企业调研力度，向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法宣讲；
2.利用局微信公众号推送电子商务相关法律资讯

电子商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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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普法内容 普法对象 普法目标 具体计划、举措 责任科室

13

《广东省进出口货物起运
点、装卸点管理办法》、
《广东省进出口货物起运
点、装卸点管理补充规定
》、《国务院关于口岸开
放的若干规定》

科室人员、口
岸经营企业

加强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
关口岸的方针、政策、法规

1.组织科室人员进行相关政策法规的学习；2.向口岸经营
企业宣传相关政策法规。

口岸管理科

14
《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投
诉处理服务办法》

在清外商投资
企业、局（中
心）工作人员

宣传《办法》内容，协助外商投
资企业合法有效解决生产经营问
题

1.向辖区内外商投资企业宣传《办法》、受理和转介投诉
意见的责任；2.在政策宣讲工作中加大《办法》的宣传力
度；3.提高投诉处理时效性，按照《办法》规定时间反馈
处理结果。

市投资促进中心、外资管理
与对外经济合作科

15
按规定开展部门文件或相
关政策的政策解读。

管理对象、服
务对象、执法
对象、局（中
心）工作人员

通过图文解读，进一步提升普法
成效。

各责任科室在年底内至少开展一次原创的图文解读。

办公室、行政审批科、市电
子商务办公室、贸易管理科
（政策法规科）、外资管理
与对外经济合作科、服务贸
易与市场调节科、对外贸易
科、口岸管理科、招商科、
市场建设与管理科、市投资

促进中心

16
建立以案释法典型普法案
例库和法治公益广告作品
库

管理对象、服
务对象、执法
对象、局（中
心）工作人员

加强普法公益广告创作,加大公
益广告刊播力度；发挥“以案释
法”的警示教育、案例指导、法
治宣传等功能作用，提升普法成
效。

各责任科室在年底内至少制定并提交一个以案释法典型案
例，提交1-2个公益广告图片或视频。

市电子商务办公室、贸易管
理科（政策法规科）、外资
管理与对外经济合作科、服
务贸易与市场调节科、对外
贸易科、市场建设与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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