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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贸促字[2017]152 号 

 

关于面向高等院校征集中国标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会（筹） 

首批联合发起单位的函 

 

各有关单位：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服务贸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13 号）要求“提升服务贸易战

略地位”。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扩大对外开放、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着力点，

有利于稳定和增加就业、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效率、培育新的增长点。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基础性制度。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标准化事业快速发展，

标准体系初步形成，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水平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全社会标准化意识普遍提高。但是，与服务贸易发展需求相比，我国服务贸易

标准化工作还存在较大差距。 

    为贯彻《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和《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8 号），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 年)规划纲要》关于“健

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 发挥贸易投资促进机构、 行业协会商会等的作用”的

要求，经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申请，中国标准化协会以“中标协[2017] 109

号”文件批准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牵头筹建中国标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

会。 



为尽快推动中国标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会正式成立，推动标准化引领服务

贸易发展，经研究，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面向高等院校

开展中国标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会（筹）首批联合发起单位邀请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函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设置以下服务贸易领域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 

（一）物流运输服务。 

（二）旅游服务。 

（三）建筑与工程服务。 

（四）节能环保服务。 

（五）能源服务。 

（六）金融服务。 

（七）信息通信服务。 

（八）技术贸易。 

（九）知识产权服务。 

（十）商务服务：包含会计、法律、展览、人力资源服务等。 

（十一）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包含文化、体育、教育、医疗服务。 

（十二）国际服务外包：包含云计算服务、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集成电

路和电子电路设计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大数据分析服

务、工业设计服务、工程技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服务、

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务以及文化创意服务等共十二个领域。 

此外，以上服务贸易领域相关院校领导或专业负责人亦可以个人会员身份

加入中国标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会（筹）。 

二、参与方式 

请有意向的单位填写《中国标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会（筹）首批联合发起

单位基本信息表》，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前将基本信息表（加盖公章）传真



至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传真号码：010-66094065），同时将电子版（WORD

格式）发送至：ccpitcsn@163.com 或 ccpitzhen@163.com 

三、其他事项 

（一）拟于 2017 年 10 月面向联合发起单位，分片区组织召开筹备座谈会。 

（二）拟于 2017 年 12 月中旬召开中国标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届理事会。 

（三）以上筹备座谈会和成立大会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欢迎各单位对中国标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会（筹）的开展提出宝贵

意见。 

四、联系方式：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45 号 (100801) 

电  话：010-66094070   010-66094222   

传  真：010-66094065 

网  站：www.ccpitcsc.org  

电  邮：ccpitcsn@163.com  ccpitzhen@163.com 

联系人：成书宁  乔珍珍 

 

附件： 

1.中国标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会（筹）首批联合发起单位基本信息表 

2.中国标准化协会批准筹建中国标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会文件 

3.中国标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会（筹）主要工作任务 

4.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基本情况 

5.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简介 

 

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 



附件 1. 

中国标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会（筹） 

首批联合发起单位基本信息表 

 

单位名称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职务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职务  

联系人座机  联系人手机  

联系人电邮  联系人微信  

网    站  

地址（含邮编）  

单位简介 

（可另附纸） 

包括但不限于单位性质、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员工数量、主营业

务等。 

拟在分会中担

任的职务 

□ 副理事长单位       

□ 理事单位          

□ 会员单位      

  □ 个人会员   

意见和建议 

（可另附纸） 

 

 

说明 

我单位同意作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会（筹）首批联合

发起单位。 

2017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附件 2. 

中国标准化协会批准筹建中国标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会文件 

 



附件 3.  

中国标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会（筹）主要工作任务 

 

1、开展服务贸易标准化工作中共性问题和标准化理论的研究、学术交流； 

2、在服务贸易领域宣传国家有关标准化法律、法规和政策，普及标准化

知识； 

3、在服务贸易领域组织标准化技术培训； 

4、研究服务贸易标准体系，组织起草服务贸易标准、提供标准化技术咨

询服务； 

5、开展服务贸易标准化国际技术与信息交流活动，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6、推动开展服务贸易领域的标准化服务试点； 

7、推动开展服务贸易领域的服务业标准化试点； 

8、推动开展服务贸易领域的服务认证工作； 

9、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建立服务贸易标准化促进体系； 

10、承担与服务贸易标准化有关的其他工作。 

 

 

 

 

 

 

 

 

 

 



附件 4.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基本情况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服务贸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13 号）要求“提升服务贸易

战略地位”。 “十二五”期间，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服务进出口年均增

长 15.7%。2015 年，服务进出口达 7529 亿美元，世界排名由“十一五”末的

第四位上升至第二位，其中服务出口 2867 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三，服务进口

4662 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货物和服务进出口

之和）中的比重、我国服务出口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和我国服务进口占全球

服务进口的比重实现“三提升”，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服务贸易已成为我

国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重要载体。同时，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相对较弱，贸易逆差较大，出口规模和质量有待提升。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扩大对外开放、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着力点，有

利于稳定和增加就业、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效率、培育新的增长点。

2016 年 1-10 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291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其

中，服务出口 14625 亿元，同比增长 3.6%；服务进口 28290 亿元，同比增长

23.7%。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持续攀升，1-10月占比达 18%，较 2015年提

高 2.6 个百分点。我国 15 个省市（区域）被列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中

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数量增加至 31 个。此外，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国务院副

总理汪洋同志为召集人的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其中中国贸促会为

成员单位。 

《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列出了 12 大类 24 个服务贸易发展重

要领域，包括：物流运输服务（海运港口、航空运输、铁路运输、邮政快递、



国际货运代理）、旅游服务、建筑与工程服务、节能环保服务、能源服务、金

融服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息通信服务、技术贸易、知识产权服务、商

务服务（会计服务、法律服务、展览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个人、文化和娱

乐服务（文化服务、体育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以及国际服务外包。 

此外，在《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基础上，《国际服务外包产

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又进步一步明确了国际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的 12

个领域，包括：云计算服务、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

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大数据分析服务、工业设计服务、

工程技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服务、信息技术解决方案

服务以及文化创意服务。 

 

 

 

 

 

 

 

 

 

 

 

 

 

 



附件 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简介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简称“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

会”）成立于 1988 年 8 月 3 日，是中国贸促会批准原国家商业部成立的全国

性行业贸促机构。伴随国家机构改革，根据国家实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的

要求，经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批准，中国贸促会作为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

会登记管理机关。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Y11000004000030839，现为中国贸促会的全国性行业贸促机构。中国贸促会

商业行业分会目前重点在服务贸易领域开展工作。 

近年来，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积极开展服务贸易标准化工作，在国际

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绩，发挥标准化

引领作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一、国际标准 

1.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管理咨询项目委员会（ISO/PC 280）委员单位；经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协办国际标准化会议 1 次；全程参与起草国际标

准 1 项，即 ISO 20700 《管理咨询服务指南》，该标准已于 2017 年 6 月正式

发布实施。 

2．担任 ISO/CASCO/WG45《服务认证方案示例》认证认可国际标准国内

对口工作组成员单位。 

二、国家标准 

1.担任全国项目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43）、全国品牌评价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32）和全国电子商务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563）委员单位 

2.参与起草国家标准 GB/T 20004.1-2016 《团体标准化 第 1 部分：良好行



为指南》。 

三、行业标准 

1．负责起草商务部立项的流通行业标准《管理咨询服务规范》、《管理

培训服务规范》、《客户服务专业人员技术要求》、《会议服务机构经营服务

规范》、《会展设备技术服务机构经营服务规范》、《服装网上定制服务规范》

和《电子商务产业基地建设与运营规范》等 7 项。 

2．负责起草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立项的认证认可行业标准《服

务业企业品牌管理培育体系要求》。 

3．负责起草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立项的供销合作行业标准《葡萄酒储

存管理技术规范》。 

四、团体标准 

1．于 2016 年 12 月取得团体标准工作资质，可立项和发布团体标准，团

体标准代号：T/CCPITCSC 

2．已发布团体标准 6 项，在研 20 余项。 

此外，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还主持 2017 年度“国家认监委认证认可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贸易促进领域构建合格评定体系框架研究》（项目编号：

2017RJWKJ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