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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工协字【2012】022 号 

 

关于召开 2012 年中国通信行业发展论坛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行业协会、全国性企业团体、会员单

位及各有关企业：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规划》与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指示

精神,总结我国通信业“十一五”规划的建设成果，加快建设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中国战略”，培育树

立通信行业典范，由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中国通信行业发展论坛

组委会联合中国企业管理网等共同组织 2012 年“中国通信行业

发展论坛暨 2012 年中国通信行业十大新闻、中国通信行业十大

新闻人物、中国最具影响力通信品牌和中国最具成长性通信企

业”推选活动，旨在及时反映我国通信行业的最新动态、成果、

先进水平和发展趋势。引导行业学习其先进经验和方法，形成一

批国际上先进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通信行业典范，促进我国通信

行业整体健康发展。 

中国通信行业发展论坛是国内高层次和最具权威性的通信

行业经验交流大会，会议得到了工信部的大力支持与指导，此次

会议将围绕我国通信行业发展现状；通信行业改革发展过程中面

临的突出问题；以及通信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国内外通信行业优

秀企业的成功经验进行重点交流与探讨。 

本次会议具体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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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主题“绿色通信 智慧世界” 

二、会议出席人员 

会议将邀请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邀请工

信部、发改委、环保部、财政部、科技部、商务部、国资委、住

建部等有关领导出席；邀请行业专家、学者、管理专家、各企业

主要负责人、跨国公司代表和新闻单位代表等参加。 

三、会议报到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13 年 1月 18 日（报到），19—20 日（会议） 

报到地点：北京大成路九号宾馆（详情另行通知） 

四、会议住宿 

    参加本次论坛的每位代表收取会议费 2980 元，住宿统一安

排，食宿费用自理。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段云新 庄俊贤 朱庆红 

联系电话：（010）57278005、57278006、68486668 

传    真：（010）68486668、68476635 

电子信箱：txgyxh@126.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 100036—30 信箱 

邮    编：100036 

 

附件： 

一、中国通信行业发展论坛报名回执表 

二、中国通信行业十大新闻、十大新闻人物、最具影响力通

信品牌、最具成长性通信企业申报标准、要求及申报表 

     

     

               二○一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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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2 中国通信行业发展论坛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公司网址  联系人  电话  

姓名 性别 工作部门 职务 电话、手机 电子信箱 

      

      

      

      

      

      

      

 
□是否需要住宿             
 
□标准间【    】间    □套房【    】间    □其它房间【    】间 

 

 
□是否需要定返程票   
 
□机  票【     月     日】【          至          】共【     】张 
□火车票【     月     日】【          至          】共【     】张 

 

其它要求及建议： 
 

备注: 此表可复制.请加盖单位公章                       请将此表传真至：010-68476635、68486668 



 4

 

附件二： 

 

一、关于 2012 年“中国通信行业十大新闻、中国通信行业

十大新闻人物、中国最具影响力通信品牌和中国最具成长性通信

企业”的申报标准 

1、申报单位应是在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的国有及国

有控股、集体、民营、股份制、外资、港澳台，中央企业和所属

单位的通信工业企业、及从事通信行业管理研究的单位。 

2、申报单位经营应在 3 年以上，拥有完整的管理体系、科

技创新体系与品牌运行体系（含基础理论、基本模式、组织流程、

运行机制、特色成果等），企业运行稳定，效益良好。 

3、其创新成果在提升扩大市场占有率，增加企业利润总额、

促进企业快速发展等方面具有突出贡献；成果实施后产生的直接

效益较前增加应在 10%以上（含取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品

牌效益和其它效益）。 

4、申报单位在行业发展过程中取得了突出成就，其管理创

新、科技创新、自主创新、商标与品牌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等方

面成果取得突出成就,获得过省、市级以上单位的鉴定、表彰。

（附相关证书复印件） 

5、申报品牌在行业或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力，获得消费者

的一致认同，处于行业或区域领先地位，拥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美誉度和忠诚度，并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6、申报单位秉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诚信经营、正当

竞争，重合同、守信用，口碑良好，信誉度高。为我国通信行业

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可作为全国通信行业的典型推广。 

7、申报人应坚持科学发展观，勇于开拓创新，锐意改革，

主持并参与过其单位的创新成果开发或建设，在企业生产经营过

程中贡献突出，事迹具有可借鉴性和推广价值。 

8、申报人应是其管理与创新体系主要创造者，其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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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念为员工普遍接受，并有效影响制度、机制、流程，推动了

企业快速进步和发展。在提升组织知名度和扩大市场占有率、增

加企业利润、增加税收等方面贡献突出。 

9、申报人应善于学习和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技术，建立健全

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及组织结构，能维护职工利益和合法权益，改

善职工劳动条件和福利待遇，深受职工拥护。 

10、申报人富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积极支持和参与社会公益

事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突出贡献。 

二、申报要求 

1、申报材料以主报告形式反映（一式三份）。报告以文字表

述为主，要求在 1万字以内，可结合相关图片、图表、模型、画

册、宣传片等展现。  

2、申报内容可包括企业简介，体系结构、单位运行情况、

企业文化建设、及取得成就等。可简述企业的形成背景；企业结

构体系的形成、发展、管理与科技创新特点总结；企业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难点及对策；引发对行业发展的思考；创新在实际运用

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企业所取得的成就等。 

3、企业可自行申报或通过各行业协会（组织）、研究机构、

媒体、专家学者推荐申报。 

4、申报企业需认真填写附件、由企业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后，报至协会评审委员会办公室；（txgyxh@126.com） 

5、申报截止日期：2012 年 11 月 30 日。 

三、评审办法 

评审工作分四个阶段：即初审、复审、调研、审定。 

1、初审：由评委会对申报企业、企业家进行资格审定；对

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审核申报资料是否符合申报要求并具有

真实性、典型性。 

2、复审：通过初审的企业、企业家列为候选对象，进入复

审程序。评委根据申报标准打分，并给出点评意见。评委间同时

进行交叉审核，由专人汇总审核结果，确定复审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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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研：经复审合格企业、企业家将在协会所属官方网站

进行公示。专家抽选企业并进行实地考察、调研，调研结果将作

为审定依据之一。 

4、审定：评委会办公室组织评委集中评审；结合评委点评、

网上公示、复审结果、调研报告等，对入围企业逐一审定；并将

审定结果报上级审议并备案，确定最终审定名单。 

四、宣传表彰 

1、将在 2012 年“中国通信行业发展论坛”活动上隆重表彰

2012 年“中国通信行业十大新闻、中国通信行业十大新闻人物、

中国最具影响力通信品牌和中国最具成长性通信企业”获得者，

并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2、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

《科技日报》、《中国工业报》、《中国企业报》、人民网、新华网、

中国新闻网、新浪网、搜狐网、中国经济网、中国企业管理网、

中工网等近百家主流媒体上公布获奖情况，通过媒体向社会公

布、传播和推广企业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3、在《科技日报》、《通讯产业报》、《中国企业报》、《中国

工业报》、《中国电子报》、人民网、中国网、中国企业管理网等

主要媒体以特刊或专访的形式宣传报道获奖企业、企业家，以充

分展示企业的成就与风采，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宣传推广。 

4、出版 2012 年《中国通信行业发展成果集》，深入剖析获

奖单位成功经验及其启示，推广宣传我国通信行业的先进经验和

取得最新成果。 

5、2012 年《中国通信行业发展成果集》将赠送工信部、商

务部、发改委、环保部、国资委、住建部及中央直属企业、知名

跨国公司、研究机构等留存。 

6、组织通信行业优秀企业、企业家赴获奖单位参观学习，

提升获奖企业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行业内部交流与

沟通，实现行业企业共同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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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行业十大新闻人物申报表 
 

编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人姓名  性别  籍贯  

出生日期  民族  技术职称  

现任行政职务  政治面貌  何时任职  

其他社会职务  联系方式  

所在企业全称  企业性质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申报报告： 

（参考申报标准撰写报告,对申报人取得成就进行综述报告，以图文结合形式体现，正文应

包含申报人简介。可另附纸，字数在 8000 字以内，电子版发至 txgyxh@126.com） 

 

 

 

 

 

 

申报单位意见：  

 

 

 

 

申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职务  所属部门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传真  

注：填写不下可另附纸，须加盖企业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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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具影响力通信品牌申报表 
 

编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企业全称  法人姓名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总资产  职工总数  企业性质  

主要品牌  品牌评估价值  

其它品牌  品牌评估价值  

品牌资金投入 万元/年 评估机构  

品牌管理部门  品牌团队人数                     人 

市场占有率 国内 市场占有率 国际 

申报报告： 

（参考申报标准撰写报告,对申报品牌取得成就进行综述报告，以图文结合形式体现，正文

应包含申报品牌简介。可另附纸，字数在 8000 字以内，电子版发至 txgyxh@126.com） 

 

 

 

 

申报单位意见：  

 

 

 

申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职务  所属部门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传真  

注：填写不下可另附纸，须加盖企业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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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具成长性通信企业申报表 
 

编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企业全称  法人姓名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总资产  职工总数  企业性质  

指标名称 单位 上一年 本年完成情况 增加数额 百分比 

销售收入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                      

总资产增长率 %     

资产保值增值率 %     

企业资产负债率 %     

平均年度效益额 万元     

各年累计效益额 万元     

申报报告： 

（参考申报标准撰写报告,对申报企业取得成就进行综述报告，以图文结合形式体现，正文

应包含申报企业简介。可另附纸，字数在 8000 字以内，电子版发至 txgyxh@126.com） 

申报单位意见：  

 

 

 

申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职务  所属部门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传真  

注：填写不下可另附纸，须加盖企业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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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通信行业  论坛  通知                                                              
抄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名誉会长、会长 
抄送：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各部室办   通信行业发展论坛组委会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二○一二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