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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企业联合会

四川省企业家协会

川企联[2018]040 号

关于开展 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成果

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企联、行业协会、有关企业：

品牌是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代表着供给结构和

需求结构的升级方向。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三个转

变”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中国制造 2025》国家发展规

划，以及四川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工业产品质量品牌提升行动

实施意见》，提升自主品牌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鼓励先进，树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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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典型，进一步加强品牌质量和品牌文化建设，促进企业健康持

续发展，四川省企业联合会、四川省企业家协会决定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工业企业品牌建设成果评选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评选项目：

1、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先进单位；

2、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突出贡献人物；

3、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优秀成果；

4、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优秀案例；

5、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优秀论文；

6、四川省企业品牌创新人物；

7、四川省企业品牌故事。

二、申报要求：

申报企业要求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具有健全的品牌管理体

系，在企业品牌建设和品牌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一）企业品牌建设先进单位

1、提交企业营业执照、商标及相关荣誉证书复印件。

2、撰写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应包括企业简介，品牌战略、

品牌管理体系描述，品牌策划、实施背景、主要措施、实施步

骤、理论依据、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字数在 60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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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填写 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先进单位申报

表（附件一）。

（二）企业品牌建设突出贡献人物

1、能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倡导和推动企

业品牌建设，对本企业品牌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候选人身份主

要为企业主要负责人，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等，大型

骨干企业可为企业副职以上负责人。

2、撰写候选人事迹材料。通过对候选人的经营哲学、价值

追求和管理思想的提炼，个人品格、知识素养、气质和管理风格

等方面的概述，展示候选人在企业品牌建设工作方面的业绩，可

以列举生动的故事和事例，字数在 6000 字以内。

3、填写 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突出贡献人物

申报表（见附件二）。

（三）企业品牌建设优秀成果

1、撰写成果报告。企业品牌建设成果报告重点要体现品牌

建设对企业健康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主要包括企业品牌建设成

果描述、实施背景分析、主要措施、理论依据及取得成绩。字数

在 6000 字以内。

2、填写 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优秀成果申报

表（附件三）。

（四）企业品牌建设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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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报案例须以企业品牌建设所取得成果为基础，与成果

实践相一致，要求实践和理论价值更高，社会影响力更大，具有

可操作性、可复制性。

2、撰写案例文本材料要符合编写案例的一般规范，要求材

料真实详尽，结构清晰完整，文字通畅易懂，分析符合逻辑，结

论合理可信，字数在 6000 字以内。

3、填写 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优秀案例申报

表（见附件四）。

（五）企业品牌建设优秀论文

1、个人在进行企业品牌建设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学术性成

果，对推动企业品牌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2、论文结构须完整，论点要简明、具体、确切，论据充

分、层次分明、逻辑清晰，字数在 6000 字以内。

3、填写 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优秀论文申报表

（附件五）。

（六）企业品牌创新人物

1、候选人须在企业自主品牌建设过程中，通过技术、质

量、商业模式和品牌营销等创新实践，赋予品牌创造价值的新能

力，增强品牌生命力。

2、撰写候选人事迹材料，可在候选人创新、塑造企业自主

品牌的管理思想、做法、效果等方面进行提炼，展示候选人在企

https://baike.so.com/doc/5383475-56198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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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品牌创新工作方面的业绩，可以列举生动的文化故事和事例，

字数在 6000 字以内。

3、填写 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创新人物申报表

（见附件六）。

（七）企业品牌故事

1、撰写品牌故事应包括企业在自主品牌建设实践应用先进

品牌管理理念，塑造优秀品牌文化，指导企业自主品牌发展战

略、体系建设、形象传播等过程中发生的感人事迹、动人场景。

字数在 6000 字以内。

2、填写 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故事申报表（附件

七）。

三、评审办法

由我会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严格按标准和程序组织评审。评

选审定工作分初审、复审和审定三个阶段进行。

四、表彰及宣传推广

1、表彰。对评选结果将在“四川省第十一届企业文化年会暨

第二届企业品牌创新发展论坛”上进行公布和表彰。

2、宣传推广。对受表彰企业和个人将通过人民日报数字传

播、央广网、新浪网、腾讯网、中国企业报、企业管理杂志、四

川新闻网、四川卫视、峨眉电影频道、《企业家日报》、《四川

经济日报》、《经营管理者》、《企业文明》、《四川工人日

报》、《四川企业管理》、四川企联网等媒体进行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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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事项

1、申报单位按要求填写申报表，并加盖公章后，将纸质材

料和电子版传送至活动办公室（四川省企业联合会宣传文化中

心）。

六、联系方式

地址：成都市紫荆南路 38 号综合楼 5 楼

邮编：610041

联系单位及部门：四川省企业联合会宣传文化中心

联系人：胡雪峰 刘建平 余晶晶

联系电话：(028）85198101，15756377641，13408680710

电子邮箱：837549673@qq.com

附件:

1、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先进单位申报表

2、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突出贡献人物申报

表

3、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优秀成果申报表

4、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优秀案例申报表

5、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优秀论文申报表

6、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创新人物

7、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故事

mailto:8375496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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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件可在四川企业网 www.scecea.org 或 “企业之家”

QQ 群 146880733 下载）

四川省企业联合会 四川省企业家协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http://www.scec-sc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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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先进单位申报表

填表日期： 编号：

企业名称 所有制

通讯地址 邮编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电话

联系人
姓名 部门 职务

电话 电子邮箱

资产总值 净资产 商誉

主营收入 净利润 品牌穿透力

品牌忠诚度 品牌知名度 品牌美誉度

企业在品牌

建设中取得

的成绩
（500 字以内）

推荐机构意

见（直接申

报 企 业 不

填）

注：如获得省级以上表彰，请附上获奖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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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突出贡献人物申报表

填表日期： 编号：

单位名称 （盖章）

通讯地址 邮编

候选人姓名 部门 职务

联系人
姓名 部门 职务

电话 E-mail

突出贡献人物及事迹简介（500 字以内）

单位意见：

法人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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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优秀成果申报表

填表日期： 编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地址 邮编

成果名称

主要

创作人

姓名 部门 职务

姓名 部门 职务

参与

创作人

姓名 部门 职务

姓名 部门 职务

姓名 部门 职务

联系人
姓名 部门 职务

电话 传真

手机 Email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收入

净利润 职工人数 品管人数

品牌建设

成果简介

（500 字以内）

申报企业意见

（盖 章）

注：以单位名义申报成果的，不填写具体创作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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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优秀案例申报表
填表日期： 编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通讯地址 邮编

案例名称

创作人

姓名 部门 职务

姓名 部门 职务

联系人

姓名 部门 职务

电话 E-mail

品牌建设

案例简介

(500 字以内)

单位意见

法人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注：以单位名义申报案例的，不填写具体创作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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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建设优秀论文申报表

填表日期： 编号：

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通讯地址 邮编

论(著)文题目

创作人

姓名 部门 职务

电话 部门 职务

联系人

姓名 部门 职务

电话 Email

品牌建设

论文简介

（500 字以内)

注：以单位名义申报论文的，不填写具体创作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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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创新人物申报表

填表日期： 编号：

单位名称 （盖章）

通讯地址 邮编

候选人姓名 部门 职务

联系人
姓名 部门 职务

电话 E-mail

品牌创新人物事迹简介（500 字以内）

单位意见：

法人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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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2017～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品牌故事申报表

填表日期： 编号：

单位名称 （盖章）

通讯地址 邮编

候选人姓名 部门 职务

联系人
姓名 部门 职务

电话 E-mail

品牌故事简介（500 字以内）

单位意见：

法人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