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员服务内容 

 
副会长及以上 常务理事 理事 普通会员 

一、 参与商会决策

性会议 

1、免费参与商会每季度一次

的会长会议（仅副会长及以

上单位负责人参加）； 

2、执行理事会决议； 

3、研究决定商会发展战略及

日常工作； 

4、副会长及以上领导是会长

会议成员，参与商会重大事

务的讨论和决策，可代表商

会出席各种行业相关的会

议、论坛和研讨会等，同政

府官员、企业领袖、行业专

家进行直接交流； 

 

1、免费参与商会一年两

次的常务理事会议和一

年一次的理事会（仅常

务理事及以上单位负责

人参加）； 

1、免费参与商会一年

一次的理事会（仅理事

及以上单位负责人参

加）； 

无 

会员级别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各级别会员单位服务内容 

 
 



二、 产业政策研究 

服务 

1、免费提供产业政策咨询；

2、每年年底免费报送团体提

案，商会统一报送全国工商

联； 

3、优先参与环境产业相关的

国家法律法规的起草； 

4、优先参与环保产业领域相

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

体标准的制定； 

 

1、免费提供产业政策咨

询； 

2、每年年底免费报送团

体提案，商会统一报送

全国工商联； 

3、参与环境产业相关的

国家法律法规的起草； 

4、有偿参与环保产业领

域相关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团体标准的制定； 

 

1、免费提供产业政策

咨询； 

2、每年年底免费报送

团体提案，商会统一报

送全国工商联； 

3、参与环境产业相关

的国家法律法规的起

草； 

4、有偿参与环保产业

领域相关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团体标准的制

定； 

1、免费提供产业政

策咨询； 

2、有偿参与环保产

业领域相关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团

体标准的制定； 

 

三、产业信息服务 1、可免费享有商会联合专业

机构发布的产业战略研究报

告； 

2、环境商会网站、微信及特

刊免费为会员提供最新的产

1、可免费享有商会联合

专业机构发布的产业战

略研究报告； 

2、环境商会网站、微信

及特刊免费为会员提供

1、可按照理事会员优

惠价格享有商会联合

专业机构发布的产业

战略研究报告； 

2、环境商会网站、微

1、可按照普通会员

优惠价格享有商会

联合专业机构发布

的产业战略研究报

告； 



业信息； 最新的产业信息； 信及特刊免费为会员

提供最新的产业信息； 

2、环境商会网站、

微信及特刊免费为

会员提供最新的产

业信息； 

三、 会员企业宣传 

服务 

1、环境商会网站免费长期提

供企业及负责人的宣传； 

2、企业最新动向及项目进展

可免费通过环境商会网站、

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进行广

泛宣传及推送； 

3、环境商会特刊免费刊出企

业及负责人的宣传； 

4、可免费借助环境商会的环

境记者联盟对企业负责人和

企业进行全方位采访和宣

传； 

5、环境商会简介免费长期提

1、环境商会网站免费提

供企业宣传； 

2、企业最新动向及项目

进展可通过环境商会网

站及微信公众号和微信

群进行宣传及推送； 

3、可有偿借助环境商会

的环境记者联盟对企业

负责人和企业进行采访

和宣传； 

4、环境商会可组织企业

互访活动（线上/线下）

对企业及项目进行参观

1、环境商会网站免费

提供企业宣传； 

2、企业最新动向及项

目进展可通过环境商

会网站及微信公众号

和微信群进行宣传及

推送； 

3、可有偿借助环境商

会的环境记者联盟根

据企业诉求对企业负

责人和企业进行采访

和宣传； 

4、环境商会可组织企

1、环境商会网站免

费提供企业宣传； 

2、企业最新动向及

项目进展可通过环

境商会网站进行宣

传及推送； 

3、可有偿借助环境

商会的环境记者联

盟根据企业诉求对

企业负责人和企业

进行采访和宣传； 

4、环境商会可有偿

组织企业互访活动



供企业及负责人的宣传； 

6、环境商会优先免费组织企

业互访活动（线上/线下）对

企业及项目进行参观学习； 

学习； 

 

业互访活动（线上/线

下）对企业及项目进行

参观学习； 

（线上/线下）对企

业及项目进行参观

学习； 

五、产业平台服务 1、环境商会品牌活动--一年

一度的中国环境产业高峰论

坛及中国环境上市公司峰会

可优先免费安排企业负责人

参与发言/对话，并可享有免

费参会名额（通常 5 位）及

相应的企业展示区参展优惠

价格； 

2、参展一年一度中国环博会

（上海展），最优核心展位，

最低价格，环境商会展位免

费为副会长以上单位宣传；

1、环境商会品牌活动—

一年一度的中国环境产

业高峰论坛及中国环境

上市公司峰会可有偿安

排企业负责人参与发言/

对话，并可享有免费参

会名额（通常 3 位）及

相应的企业展示区参展

优惠价格； 

2、参展一年一度中国环

博会（上海展），最优核

心展位，最低价格；中

1、环境商会品牌活动

—一年一度的中国环

境产业高峰论坛及中

国环境上市公司峰会

可有偿安排企业负责

人参与发言/对话，并可

享有免费参会名额（通

常 2 位）及相应的企业

展示区参展优惠价格； 

2、参展一年一度中国

环博会（上海展），最

优核心展位，最低价

1、环境商会品牌活

动—一年一度的中

国环境产业高峰论

坛及中国环境上市

公司峰会可有偿安

排企业负责人参与

发言/对话，并可享

有免费参会名额

（通常 1 位）及相

应的企业展示区参

展优惠价格； 

2、参展一年一度中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免费参会

名额（通常 3 位）并有机会

免费受邀出席高峰论坛并作

为对话嘉宾； 

 3、优先免费参与商会总裁

圆桌会、企业互访以及其他

产业研讨交流活动； 

 

国环境技术大会免费参

会名额（通常 2 位）； 

3、免费参与商会总裁圆

桌会、企业互访以及其

他产业研讨交流活动； 

 

格；中国环境技术大会

免费参会名额（通常 1

位）； 

3、可参与商会总裁圆

桌会、企业互访以及其

他产业研讨交流活动； 

 

国环博会（上海

展），最优核心展

位，最低价格；可

享受普通会员优惠

价格参加中国环境

技术大会； 

3、可参与商会总裁

圆桌会、企业互访

以及其他产业研讨

交流活动； 

六、产业咨询服务 1、根据企业需求，商会可组

织专家委员会为副会长及以

上单位把脉问诊； 

2、副会长单位可以牵头成立

专业委员会，并担任专委会

的主任委员单位，研究专委

会发展方向及其他事宜； 

常务理事单位可担任专

委会的副主任委员单

位，参与专委会工作； 

理事单位可参与专委

会工作； 

细分领域优秀的普

通会员可参与相应

领域专委会的活

动； 



七、产业培训服务 1、环境商会云讲堂系列活动

可免费提供金融、法律、技

术、企业运营等方面的培训； 

2、企业负责人可作为云讲堂

嘉宾免费参与云讲堂直播活

动； 

1、环境商会云讲堂系列

活动可免费提供金融、

法律、技术、运营等方

面的培训；2、企业负责

人可作为云讲堂嘉宾免

费参与云讲堂直播活

动； 

1、环境商会云讲堂系

列活动可免费提供金

融、法律、技术、运营

等方面的培训； 

2、企业负责人可有偿

作为云讲堂嘉宾参与

云讲堂直播活动； 

1、环境商会云讲堂

系列活动可免费提

供金融、法律、技

术、运营等方面的

培训； 

2、企业负责人可有

偿作为云讲堂嘉宾

参与云讲堂直播活

动； 

八、法律服务 1、环境商会设有法律服务

团，根据需求免费嫁接法律

律所及律师资源，如有一对

一案件咨询，可享有优惠价

格； 

2、环境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

可根据诉求，在当事人双方

自愿基础上，协调解决法律

1、环境商会设有法律服

务团，根据需求免费嫁

接法律律所及律师资

源，如有一对一案件咨

询，可享有优惠价格； 

2、环境商会人民调解委

员会可根据诉求，在当

事人双方自愿基础上，

1、环境商会设有法律

服务团，根据需求有偿

嫁接法律律所及律师

资源，如有一对一案件

咨询，可享有优惠价

格； 

2、环境商会人民调解

委员会可根据诉求，在

1、环境商会设有法

律服务团，根据需

求有偿嫁接法律律

所及律师资源，如

有一对一案件咨

询，可享有优惠价

格； 

2、环境商会人民调



纠纷； 协调解决法律纠纷； 当事人双方自愿基础

上，协调解决法律纠

纷； 

解委员会可根据诉

求，在当事人双方

自愿基础上，协调

解决法律纠纷； 

九、党建服务 1、企业负责人同时是中共党

员的可参与商会党建工作委

员会的工作； 

2、企业党组织可免费参与商

会党建委员会的党建活动； 

3、企业党组织及党员同志可

免费参与商会党建工作委员

会的年度评比； 

1、企业负责人同时是中

共党员的可参与商会党

建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2、企业党组织可免费参

与商会党建委员会的党

建活动； 

3、企业党组织及党员同

志可免费参与商会党建

工作委员会的年度评

比； 

1、企业负责人同时是

中共党员的可参与商

会党建工作委员会的

工作； 

2、企业党组织可参与

商会党建委员会的党

建活动； 

3、企业党组织及党员

同志可参与商会党建

工作委员会的年度评

比； 

1、企业负责人同时

是中共党员的可参

与商会党建工作委

员会的工作； 

2、企业党组织可参

与商会党建委员会

的党建活动； 

3、企业党组织及党

员同志可参与商会

党建工作委员会的

年度评比； 

十、投融资服务 企业可优先享受全国工商联

和商会搭建的融资平台，多

企业可优先享受全国工

商联和商会搭建的融资

企业可享受全国工商

联和商会搭建的融资

企业可享受全国工

商联和商会搭建的



渠道帮助企业嫁接金融资

源，降低融资成本； 

平台，多渠道帮助企业

嫁接金融资源，降低融

资成本； 

平台，多渠道帮助企业

嫁接金融资源，降低融

资成本； 

融资平台，多渠道

帮助企业嫁接金融

资源，降低融资成

本； 

十一、人才招聘服务 商会网站可免费提供人才招

聘服务 

商会网站可免费提供人

才招聘服务 

商会网站可免费提供

人才招聘服务 

商会网站可免费提

供人才招聘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