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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九届 

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和材料金楹奖 

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 上海市建筑学会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市建筑材料及构件质量监督检验站 

上海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 

指导单位：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第三方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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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支持： 中国建材报、中国建设报、中华建筑报、建筑时报、新民晚报、

新闻晨报、搜房网、焦点网、新浪乐居、上海热线、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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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九届 

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和材料金楹奖 

主办单位 

 

 

 

  

           

   

 

 

 

 

 

 

 

                                              

 

 

 

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市建筑学会 

上海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 上海市建筑材料 

及构件质量监督检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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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九届 

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和材料金楹奖 

专家评审委员会 
 

主 任：吴之光  上海市建筑学会      名誉理事长 

副主任：曹嘉明  现代设计集团    副总裁、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上海市建筑学会         会长 

张燕平  国家建筑工程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原主任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原院长 

刘荣明  上海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    理事长 

陈庆榆  上海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    顾问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原总工程师 

上海市名牌产品推荐办公室   原主任 

委员：  来增祥  同济大学        教授、博导 

霍家贞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博导 

黄一如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博导 

林  驹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信息管理处 处长 

杨志杰  上海市交通建设工程管理中心  主任 

辛达凡  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副站长 

楼明刚  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    会长 

王忠良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处、市著名商标办  副处长 

王世慰  上海现代设计集团环境装饰研究院  顾问总建筑师 

张  炯  交通大学建筑系      副主任、副教授、博士

应再扬  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范林根  上海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    主任、博士、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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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九届 

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和材料金楹奖 

活动方案 

 

为了贯彻《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条例》，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建

材、设备产业链企业的交流互动，树立建设工程优秀企业标兵，正面宣传上海

市建设行业，提高上海市建设工程产业链的整体水平，促进行业的和谐健康快

速发展，在成功举办八届上海市建设工程金楹奖的基础上，特举办 2016 第九

届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和材料金楹奖。具体内容如下： 

 

一、评选范围： 

1、建设工程施工企业：      房屋建筑、市政等各类施工总包企业，园林、 

幕墙、装饰等各类施工专业承包企业； 

2、建设工程材料和设备企业：型材、门窗、五金、电线电缆、电工水暖、 

管材管件、油漆涂料、瓷砖、地板木制品、 

装饰板材、混凝土、墙体材料、防水防腐保温 

材料、环保材料、电气设备、安防智能设备、

水处理设备等建材和设备企业。 

 

二、报名条件： 

1．企业和产品市场规模、行业影响力、美誉度位居同行业同类别前列； 

2．企业和产品拥有完善的生产质量管理和工程服务体系，在同行业具有示范

效应； 

3．2015、2016 年参与代表性建设工程，得到用户、管理部门和同行业（协

会）的较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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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三年企业在科技、节能、环保等领域有相应投入并体现创新成果； 

5．企业积极参与行业自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6．近三年来企业没有不诚信和行政、司法处罚记录； 

 

三、评审程序 

1．经协会、专业机构肯用户推荐，企业自愿报名，并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2．活动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 

3．活动办公室指定第三方专业调查机构对企业和产品市场规模、市场影响力、

专业性和创新力、同业评价、企业和品牌成长性和发展潜力、诚信记录和社会

责任等指标进行评价和核实； 

4．专家组对申报企业和代表性工程进行抽样现场评审； 

5．结合企业申报材料、活动办初审、第三方评价、专家组现场评审结果，评

委会综合评审，得到入围企业； 

6．对入围企业通过媒体公示，接受专业人士及社会评议； 

7、主办单位审批，上报业务主管部门备案，确定获奖名单； 

8、根据免费评选、宣传分摊的原则，对获奖企业和品牌进行广泛宣传。 

 

四、时间安排 

1．报名截止时间：       2016年 10 月 10日 

2．初审、第三方评价：   2016年 9月 20日－10月 10日 

3．专家现场评审：       2016年 9月 15日－10月 15日 

4．评委会评审：         2016年 10 月中旬 

5、揭晓颁奖：           2016年 10 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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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奖项设置： 

（一）2016 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企业金楹奖奖项： 

1、特 别 奖：·2016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十大行业领军企业；  

   2、综合大奖：·2016 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重点推荐品牌企业； 

  3、优 秀 奖：·2016 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金奖； 

                

（二）2016 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企业（品牌）金楹奖奖项： 

1、特 别 奖：·2016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十大行业领军企业；  

   2、综合大奖：·2016 上海市建设工程单项材料金牌供应商； 

（单项材料是指保温防腐材料、门窗、管材管件、木制品、混

凝土及构件、墙体材料等大类项目材料） 

        ·2016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质量金奖； 

3、优 秀 奖： ·2016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绿色节能产品； 

 

六、报名材料 

1．申报表原件（含诚信承诺书）； 

2．企业营业执照； 

3．2015年以来上海市建设工程企业调查表； 

①2015年以来参与代表性工程清单； 

②企业和参与代表性工程创新亮点介绍（不少于 600字）。 

4．公司商标、ISO9000 等认证材料、代表企业形象照片（3 张以上）； 

5．已获相关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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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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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获奖品牌宣传计划： 

1．召开颁奖大会，发放奖牌、证书； 

2．行业主流媒体发布获奖公告； 

3．在上海热线、新浪乐居网、搜房网等各门户网站及主、联办单位官方

网站发布获奖公告与专题报导； 

4．出版《2016上海市建设工程金楹奖集锦》，刊登企业宣传； 

5．授权使用“2016 年度上海市建设工程金楹奖”字样及标志，以及具体

奖项的宣传使用； 

6．发文到市建管委、市建管处、市质安监管处、市节能建材处、市建设

工程安质监总站、市建筑建材业受理服务中心、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

站、市质监局、市工商局、市著名商标办、市名牌办以及相关协会、区级

机构、房产开发等大型骨干企业，作为工程招投标、材料采购、业绩质量

诚信考核、参评上海市著名商标、上海市名牌产品等荣誉的推荐材料，并

作为优先评审的依据。 

 

 

八、费用： 

1、报名评审免费 

2、获奖企业宣传费按计划如实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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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 编：2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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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址：http：//www.shecs.org      E-mail：info@she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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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设工程金楹奖评委会 

 

 

 

 

 

 

 

 

 

 

 

 

 

 

 

 

 

上海市建筑学会名誉理事长   吴之光 
现代设计集团副总裁、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上海市建筑学会会长            曹嘉明   

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秘书长 

上海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理事长  刘荣明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国家建筑工

程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原主任   张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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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设工程金楹奖评委会 

 

 

 

 

 

 

 

 

 

 

 

 

 

 

 

 

 

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副站长 辛达凡 
上海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顾问、上海市质监局原总工程师 

上海市名牌办原主任        陈庆榆 

上海市工商局商标处副处长、 

上海市著名商标办公室   王忠良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   黄一如 

 

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会长     楼明刚 同济大学教授、博导  来增祥 



 10 

历届上海市建设工程金楹奖回顾 

 

 

 

 

 

 

 

 

 

 

 

 

 

 

 

 

 

 

颁奖大会现场 

企业展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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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到企业现场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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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导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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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楹获奖品牌推荐申报 
上海市名牌产品、上海市著名商标 

历年获奖名单 
金楹奖的举办单位均是行业内的权威机构，且参与上海市名牌、上海市著名商标评

审的相关工作。上海市建筑材料及构件质量监督检验站是上海市名牌建材类产品指定初

审单位；上海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是上海市著名商标、上海市名牌产品市场占有率指定

报告单位。金楹奖组委会每年从获奖品牌中推荐一批申报上海市名牌、上海市著名商标，

经推荐荣获上海市名牌产品、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品牌部分如下： 

 2015年度金楹奖推荐获上海市著名商标企业： 

序号 商标名称 大类 商标注册人 

1 SHSL 电线电缆 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2 耀皮 玻璃 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3 索谷 电线电缆 上海索谷电缆集团  

4 斯米克 建筑用非金属墙砖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5 上丰 非金属水管 上海上丰集团有限公司 

6 瑞斯乐 金属防盗门 上海振兴铝业有限公司 

7 汇丽 涂料 上海汇丽集团有限公司 

 

2014年度金楹奖推荐获上海市著名商标企业： 

序号 商标名称 大类 商标注册人 

1 ZWM 铝塑板，建筑塑料板 上海吉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 贝尔林达 地板；木材 上海林达木业有限公司 

3 世丰 建筑用塑料管 上海日丰实业有限公司 

4 BOLO 坐便器、水龙头、淋浴

器 

上海宝路卫浴陶瓷有限公司 

5 班尔奇 衣帽架、家具门 班尔奇家具（上海）有限公司 

6 亚士漆 涂层（建筑材料）、 

涂层（油漆） 

 

亚士漆（上海）有限公司 

7 德高 金属门、金属窗 上海德高门窗有限公司 

 

2013年度金楹奖推荐获上海市著名商标企业： 

序号 商标名称 大类 商标注册人 

1 三银 油漆、涂料 上海三银制漆有限公司 

2 吉祥 铝塑板 上海吉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 绿太阳 水管龙头等 上海绿太阳建筑五金有限公司 

4 天净 管材管件 上海天净管业有限公司 

5 书香门地 地板 书香门地（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 捷步 非金属楼梯 上海捷步实业有限公司 

 

http://www.shmp.sh.cn/art/2007/9/17/art_1189_2220.html
http://www.shmp.sh.cn/art/2007/9/17/art_1189_2219.html
http://www.shmp.sh.cn/art/2007/9/17/art_1189_22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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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金楹奖推荐获上海市名牌产品： 

商标名称 大类 企业名称 

上线 电线电缆 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南洋藤仓 电线电缆 上海南洋藤仓电缆有限公司 

浦高 电线电缆 上海市高桥电缆厂有限公司 

正格 实木地板 上海正格木业有限公司 

ZWM 铝塑板 上海吉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世丰 建筑用塑料管材 上海日丰实业有限公司 

乐洋羊 地板 上海黎众木业有限公司 

 泛美 地板 上海泛美木业有限公司 

富春 混凝土建筑构件、建筑用非金属砖瓦 富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4年度金楹奖推荐获上海市名牌产品： 

商标名称 大类 企业名称 

书香门地 地板 书香门地（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申成 内平开下悬铝合金窗 上海申成门窗有限公司 

格林德斯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 上海格林德斯木业有限公司 

捷步 非金属楼梯 上海捷步实业有限公司 

贝尔林达 地板；木材 上海林达木业有限公司 

班尔奇 衣帽架、家具门 班尔奇家具（上海）有限公司 

爱康 管材管件 爱康企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绿太阳 卫生陶瓷 上海绿太阳建筑五金有限公司 

佳乐美 实木地板 上海佳乐美木业有限公司 

航管 红木家具 上海航管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佳饰 橱柜 上海佳饰木业有限公司 

 

2013年度金楹奖推荐获上海市名牌产品： 

商标名称 大类 企业名称 

索谷 电线电缆 上海索谷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公元 管材管件 上海公元建材发展有限公司 

吉祥 铝塑板 上海吉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华垒 天然石材制品 上海华垒石材有限公司 

瑞斯乐 铝合金多孔微通道扁管 上海瑞斯乐复合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快鹿 电线电缆 上海快鹿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浙东 铝合金建筑型材 上海浙东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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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以来上海建设工程施工和材料企业调查表 

一、企业背景 

公司名称                                      负责人                

办公地址                                      邮 编              

注册资金                             （万元）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网  址                               E-mail:                        

企业业务：□施工总包  □专业承包  □建材  □设备  □其他                      

已获资质：                                                          

二、基本业务情况 

1、2015年□公司总产值（□销售额）     万元；2015年底公司总资产      万元； 

2、2015年以来公司参与的工程共     个，其中代表性的工程为： 

①工程名称：            甲方名称：          建安工作量或销售额：     万元  

②工程名称：            甲方名称：          建安工作量或销售额：     万元 

③工程名称：            甲方名称：          建安工作量或销售额：     万元 

备注：                                                             

三、经营情况 

1、公司有无注册商标：□无  □有   商标名称：                      ； 

2、2015年底公司有员工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人；大专以上学历人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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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有无技术研发部门，□无 □有，2015 年技术研发投入为      万元； 

4、近三年来公司获得过荣誉、具体称号、颁发机构                       

                                                                    

                                                                    

5、在 2016年度公司在经营方面是否有重大举措，请列举： 

                                                                    

                                                                    

四、企业、品牌和参与代表性工程创新亮点介绍 

企业、品牌和产品发展特点、2015 年以来参与代表性工程的亮点、对应

申报奖项方面的创新和成果、未来前景等介绍，不少于 600字，可附企业样本、

第三方报道等佐证。（请附页） 

                                                                     

                                                                    

五、意见和建议 

1、目前企业和产品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可附页） 

                                                                    

                                                                     

 2、对金楹奖工作的建议（可附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