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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第十二届 

上上海海企企业业竞竞争争力力风风云云榜榜  

权权权威威威发发发布布布   

上海市企业竞争力提升年度项目、上海市企业品牌宣传年度项目。企业竞争力和企业征信

专业机构联合相关协会商会和媒体发起，整合各路专家资源，严格评审程序，权威发布。 

品品品牌牌牌宣宣宣传传传   

上海企业竞争力网 www.shecs.org 和上海企业竞争力微信平台（微信号：shqjzx）网络票

选，搜狐网、新浪网、上海热线、东方网、新民网同步链接网选，将有超过 150万人次的

浏览，十余家媒体全程参与报导，是宣传企业和品牌的极好机会。 

共共共享享享商商商机机机   

调研、测评、评审、发布、宣传，全过程与政府、协会、院校、媒体、同业的领导专家广

泛接触，更广社交，更宽视野，更多商机。 

内内内容容容丰丰丰富富富   

通过第三方企业竞争力专业评价，剖析诊断，为企业更高层次发展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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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第十二届上海企业竞争力风云榜 

方   案 

一、 宗旨： 

为了全面了解上海企业经营的现状，探索企业发展的规律，树立并宣传上海

企业的优秀典范，展示上海企业和企业家的风采，从而促进上海经济的更好更快

发展，在成功举办十一届上海企业竞争力风云榜的基础上，作为上海市企业竞争

力提升年度项目、上海市企业品牌宣传年度项目，上海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联合

相关协会商会共同举办 2019 年度第十二届上海企业竞争力风云榜调研发布宣传

活动。 

二、 上海企业竞争力风云榜举办单位 

1. 主办单位：上海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 

2. 支持单位：中国贸促会上海市分会、中国贸促会上海市浦东分会、各区县

商业联合会、上海市各开发区管委会（管理公司、园区企业商会） 

3. 联办单位：上海连锁经营协会、上海市商标协会、上海市福建商会、上海

市江苏商会、上海市四川商会、上海市湖北商会、上海市云南商会、上

海市江西商会、上海内蒙古商会、上海市河南商会、上海市工商联宁波

商会、上海湖州商会、上海温岭商会等   

4. 第三方服务机构：上海商学院、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金楹企业

信用征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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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媒体支持：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时代报、劳动报 

6. 网络支持：东方网、上海热线、新浪、网易、搜狐、企业竞争力、新民网   

三、 活动亮点 

1. 整合政府、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宣传媒体、企业等资源，搭建公共宣传

和交流平台。 

2. 集市场调研、社会发布、经营诊断、企业宣传、同业研讨、精英交流于一

体，内容丰富精彩。 

3. 十一届成功举办，专业机构领衔深入企业和市场，深度调研，权威评审，

公平、公正、公开、公益。 

4. 强有力的媒体支持和强大的宣传计划，全面提升企业影响力。 

5. 参与企业与更多领导、专家、媒体接触交流，更宽的视野，更加良好的社

会公共关系。 

6. 引入第三方对企业竞争力和企业信用的测评诊断，发现问题，针对性解决，

快速提升企业竞争力和企业信用管理水平。 

四、 活动原则 

1. 公平、公正、公开、公益。 

2. 调研发布全过程免费，入榜企业宣传费用按宣传计划如实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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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调研发布内容 

1. 领军 10 强：2019 年度上海企业竞争力十大领袖人物 

2019 年度上海市场竞争力十大领军企业 

2. 特 别 奖： 2019 年度上海十大匠心企业 

3. 综合 100 强：2019 年度上海企业综合竞争力 100 强 

4. 行业 10 强：2019 年度上海行业竞争力 10 强 

（“行业”包括软件与系统集成、电子商务、餐饮、汽车后服务、房 

地产、印刷与包装、机械设备、智能制造、建筑施工等） 

5. 企业竞争力金奖：2019 年度上海企业产品竞争力金奖 

2019 年度上海企业服务竞争力金奖 

2019 年度上海企业品牌竞争力金奖 

2019 年度上海企业科技竞争力金奖 

2019 年度上海企业社会责任竞争力金奖 

六、 企业竞争力风云榜调研依据 

1. 针对企业竞争力中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品牌影响力、产品质量、服务质量、

社会责任、创新能力、行业美誉度、客户满意度等指标体系，通过第三方

调研和专家评价得到最终榜单。 

2. “十大领袖人物”、 “十大领军企业”：侧重受调企业和领导人在企业战略决

策、团队凝聚力、行业号召力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考量，是对当年度为企

业、行业、社会作出重大贡献并具有引领作用的企业和人物的褒奖评价。 



4 

   

3. “十大匠心企业”：具有 5 年以上经营时间，持续钻营某一行业或领域，具

有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不断创新的企业文化，在技术研究、产品开发等

方面不断取得成绩并领先市场，在行业内具有示范效应。 

4. “综合 100 强”：是对受调企业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赢利能力、顾客

服务、社会责任等竞争力综合指标评价后前 100 名企业的褒奖评价。 

5. “行业 10 强”是对软件与系统集成、电子商务、餐饮等行业内受调企业综

合竞争力前 10 位的褒奖评价。 

6. 企业竞争力金奖： 

1） “产品竞争力金奖”：受调企业具有明确的质量体系，实施有效品控方

法，体现最终质量效果，在市场上得到较好的评价并具有推广价值，

是对实施这种质量管理系统方法和质量理念企业的褒奖评价。 

2） “服务竞争力金奖”：受调企业以顾客为中心培育服务理念，重视售前、

售中、售后服务系统的建设，并严格实施，得到顾客的认可，在市场

上具有示范效应，是对这种服务理念、方法、系统的褒奖评价。 

3） “品牌竞争力金奖”：受调企业注重品牌的合理定位和宣传，扩大品牌

的影响力和含金量，通过品牌引领企业可持续发展，是对这种品牌战

略和实施方法企业的褒奖评价。 

4） “科技竞争力金奖”：受调企业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科研攻关，明

显体现科技效益，科技水平和成果代表企业和行业发展方向，是对实

施这种科技竞争能力的褒奖评价。 

5） “社会责任竞争力金奖”：受调企业在产品质量、市场服务、员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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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社会公益等方面做出突出表现，具有榜样作用，是对企业

这种社会责任理念和做法的褒奖评价。 

七、 活动程序 

1. 在市统计局、市经信委、市商务委、市工商联、市商联会等相关部门支持

下，借鉴相关统计资料，并利用主办单位的企业数据库，针对企业竞争力

各项指标进行年度调查分析，确定候选榜单。 

2. 企业申报并提供相关材料。 

3. 活动办材料初审，第三方企业竞争力各要素和信用调研。 

4. 专家委评审。 

5. 入围公示，主管部门核准。 

6. 主办单位终审，召开发布大会，颁发铭牌、证书，并广泛宣传。 

八、 活动时间 

1. 2019 年 1-6 月，主办单位调研阶段。 

2. 2019 年 7-10 月，申报阶段。 

3. 2019 年 11 月，补充调研、评审、公示阶段。 

4. 2019 年 12 月，发布。 

5. 2020 年 1 月以后，总结并广泛宣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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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企业申报材料 

1. 申报表、调研表； 

2.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 申报企业、人物介绍 500 字；体现企业、产品或负责人、人物风采的照

片 3 张； 

4. 已获荣誉证明。 

说明： 

1. 以上报名材料仅用于评审用途，主办单位承诺确保材料保密； 

2. 申报材料必须真实有效，主办单位仅对但不限于对申报企业和材料进行评审； 

3. 评委会有权根据评审规则和企业实际情况，对企业报名奖项进行调整并

最终确定企业实际奖项； 

4. 企业调查表可从方案手册复印，也可从 www.shecs.org 下载； 

5. 调查表、商标 LOGO、企业介绍、三张以上照片等同时电子版发至

info@shecs.org。 

十、 入榜获奖企业宣传计划 

6. 召开大会，颁发铭牌、证书； 

7. 公开媒体刊登榜单公告； 

8. 主流网站对榜单企业重点宣传； 

9. 合作媒体的跟踪报导； 

10. 由主办单位将调研结果以发文形式上报市经信委、市商务委、市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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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工商联、市消保委、各区县政府以及相关

行业组织，进行表彰并作为参评其他荣誉的推荐材料。 

十一、 费用 

1. 报名、评审全程免费； 

2. 入榜企业宣传费按计划分摊（不入榜企业不分摊费用）。 

联络咨询：上海企业竞争力风云榜活动办公室 

地 址：上海浦东浦电路 489 号由由燕乔大厦 409-411 室（200122）  

电 话：021-51313680  51313568   传 真：021-51313688    

网 址：www.shecs.org      邮 箱：info@shecs.org 

http://www.shecs.org/
mailto:info@shecs.org


8 

   

表表彰彰大大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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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媒体体宣宣传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