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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报社文件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

的目标任务，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巩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成果，总结推广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经验，促进中国工业

企业管理水平提升，经研究决定，继续组织开展中国工业企业管

理创新调研示范基地和优秀成果、论文的申报、推荐、审定工作。 

申报成果、论文主要围绕企业管理创新的实际，重点突出战

略管理与市场经营、商业模式与组织生态构建、党建与中心工作

融合、精细管理与提质增效、党的作风与廉政建设、新形势下思

想政治工作与企业发展、工会管理与服务、一带一路与国际化经

营、质量提升与品牌培育、安全与环保、人力资源和组织管理、

信息化管理与运作、数字化与企业转型升级、社会责任与企业发

展、财务管理与风险控制、企业投融资与并购重组、大数据应用

与财务转型、管理会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区块链金融技术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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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方面内容。 

本次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月 5 日。申报活动审定结果，

分为特等、一等、二等三个等级，并向个人颁发证书，单位颁发

证牌。出版《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年度报告》；组织召开中国

工业企业管理创新峰会，对外发布审定结果；本次申报活动是中

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企业展示管理创新

的最佳机会，请各单位组织开展推荐和申报工作。 

联系方式： 

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优秀成果和优秀论文申报活动组委

会办公室  苏子越 18600902435 、010-64729159  

邮箱：gqcxalsb@163.com 

此通知 

 

附件：1.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优秀成果和优秀论文申报、

审定与发布办法； 

2.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优秀成果和优秀论文申报

登记表 

3.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优秀成果和优秀论文撰写

要求 

4.中国工业报社及所属融媒体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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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确定的目标任务，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巩固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成果，总结推广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经验，树立管

理创新标杆、典范，持续推动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促进中国

工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第二条 本次申报分为成果（应用实践）和论文（理论研究）

两大类，经审定，从入围的成果和论文中分别产生特等、一等、

二等三个级别，向个人颁发证书，向企业颁发证牌。 

第三条 本次活动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章 申报与推荐 

第四条 本次活动申报对象为：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登记并

正常经营的企业、事业单位，主要包括：工业企业（机械、汽车、

电力、能源、材料、化工、电子、轻工、纺织、食品、医药、 航

空、航天、军工、建材等）；工业高校；服务于工业企业的银行、

税务、邮政、园区、设计、施工、建筑、咨询、销售、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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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单位。 

第五条 本次申报活动分为企业自主申报和政府部门、行业

协会、园区组织推荐。企业自主申报原则上不超过 2 项成果和两

篇论文；组织推荐申报原则上不超过 10家企业。 

第三章 申报内容与要求 

第六条 申报成果与论文主要围绕企业管理创新的实际工

作，重点突出公司治理与集团管控、战略管理与市场经营、商业

模式与组织生态构建、党建与中心工作融合、技术创新与研发管

理、精细管理与提质增效、党的作风与廉政建设、两化融合与智

能制造、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发展、工会管理与服务、

一带一路与国际化经营、质量提升与品牌培育、安全与环保、人

力资源和组织管理、新生代员工管理与激励机制、信息化管理与

运作、数字化与企业转型升级、社会责任与和谐关系构建、财务

管理与风险控制、企业投融资与并购重组、大数据应用与财务转

型、管理会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区块链金融技术与应用等方面

内容。 

第七条 申报成果和论文要求具有科学性、真实性、创新性、

时效性和可推广性。 

科学性：符合科学原理，能反映一定管理领域的客观规律。 

真实性：结合当前企业开展的管理工作，实事求是，不能凭

空捏造和杜撰。 

创新性：要针对管理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方法上有创新，

工作上有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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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性：经一年以上实施，创新有明显、具体的价值，对提

高管理水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明显作用。 

可推广性：具有一定的媒体推广价值，对其他单位具有借鉴

意义和应用价值。 

第四章 申报方式 

第八条 申报材料主要由申报登记表和主报告两部分组成，

采用纸质版和电子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申报，缺一不可。 

纸质版申报：要求申报表和主报告打印出来连同其他附件

（有关图片、媒体报道复印件）胶钉并盖章，顺丰快递至：北京

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6号方恒国际中心 D座 2906 中国工业企业

管理创新优秀成果和优秀论文申报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苏唐收 

电话：15801018191 

电子版申报：申报表、主报告和其他附件资料（有关图片、

媒体报道等）一起打包发送至电子邮箱：gqcxalsb@163.com（邮

件名称前注明“管理创新”字样） 

第五章 审定与发布 

第九条 成立申报活动组委会：负责申报活动的组织与审定。

由来自政府机关、行业协会、咨询机构、大专院校、知名媒体等

专业人士组成，专家成员对创新成果和论文提出审定意见。 

第十条 设立申报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负责接收申报材料并

对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聘请专家，组织评审工作及相关活动。 

mailto:gqcxals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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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主要工作流程：申报与初选→复核与答辩→调研

与评价→审定与发布→应用与推广。 

第十二条 时间安排： 

申报与初选：2020.09.28-2021.02.05 

复核与答辩：2021.02.18-2021.02.28 

调研与评价：2021.03.01-2021.03.31 

审定与发布：2021.04.01-2021.04.15 

应用与推广：2021.04.16-2021.12.31 

第六章 推广应用 

第十三条 建立中国工业企业创新成果库，收录入围的管理

创新优秀成果和论文，供同行参考、借鉴； 

第十四条 对成果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由主办

单位的所属媒体（国家级）或合作媒体刊载报送有关部门和领导

参阅； 

第十五条 编辑《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年度报告》，作为管

理干部培训的教材，公开发行； 

第十六条 组织召开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峰会暨优秀成果

和优秀论文发布会； 

第十七条 成立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发展智库，入围成果

和论文主创人成为智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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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宣传与展示 

第十八条 在主办方所属媒体（中国工业新闻网、中国工业

报、微信公众号平台）或其他合作媒体进行入围展示； 

第十九条 优秀成果、论文收录在《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

年度报告》，集中出版，公开发行； 

第二十条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优秀成果组织发布会，并立

专项进行展示； 

第二十一条 对外发布“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优秀成果和

优秀论文”审定结果； 

第二十二条 在中国工业创新峰会设置展区，陈列工业企业

管理创新成果宣传资料，供与会领导嘉宾、企业代表、媒体代表

参观、借鉴。 

第八章 申报说明 

第二十三条 申报单位应确认本单位所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及

相关内容均真实有效，不涉及知识产权等问题，并承诺在实施过程

中不存在违背诚信要求的行为。否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申报单位需按要求认真填写申报登记表和撰写

主报告，漏填申报登记表相关内容和撰写不规范的主报告，申报

活动组会委办公室将在收件后予以淘汰。 

第二十五条 本次活动不收取申报与审定费用。企业获得入

围资格后，申报企业有意向进行相关深度研究和宣传推广，所产

生的的费用双方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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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编号：              

 
 

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调研示范基地和 
优秀成果、优秀论文 

 
申报登记表 

 

 

 

 

 

 

 
 

 

 

成果名称：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类别：□成果  □论文 

 

报送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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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申报企业  法人  

企业地址  邮编  

企业性质  成立时间  

隶属行业  企业规模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企业网址  

成果名称  

实施时间 从       年 至      年，共计：   年 

实施范围  

成果收益（经

济、社会）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主创人 

姓  名 职务 部门 电  话 手机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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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创人 

      

      

      

      

联 系 人       

 

 

主创人履历 

 

 

 

 

 

 

 

 

 

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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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创新成果/论文概要 

主要内容（不超过 3000字） 

（注：概要，摘录重点内容，避免将主报告内容全文复制。①成果类主要

填写背景、主要做法、创新点、取得的成效；论文类主要填写摘要、正文、

附录） 
 

 

 

 

 

 

 

 

 

 

 

 

 

 

 

 

 

 

 

 

 

 

 

 

                       申报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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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定活动组委会 

专家审核意见 

 

 

 

 

   

    
  

                            
               

 

专家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说 明： 

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优秀成果和优秀论文申报登记表是

本次活动分类审定的基础文件和主要依据，可以复制。请严格按

照规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如实填写； 

1.企业申报表编号由活动承办单位统一编制； 

2．创新成果的相关证明材料请提供复印件； 

3．成果主创人填写不要超过 2 人，参创人填写不要超过 8

人；论文作者不超过 4人； 

4．申报登记表与主报告一起提交至申报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①纸质版：申报登记表与主报告一式两份。顺丰快递至：北

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6号方恒国际中心 D座 2906 中国工业企

业管理创新优秀成果和优秀论文申报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苏唐 

（15801018191）； 

②电子版：申报登记表、主报告和附件打包发送至

gqcxalsb@163.com，邮件主题前注明“管理创新”字样。 

mailto:gqcxals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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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申报登记表和主报告是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优秀成果和

优秀论文申报活动组委会专家评审的主要材料，是申报活动组委

会办公室对外发布审定结果、公开出版的依据。为保证各项安排

顺利进行，现将撰写规范整理成文，供大家参考。 

 

一、体例标准及字数要求 

（一）成果主报告：原则上由题目、前言和正文（包括实施

背景、内涵和主要做法、实施效果）等部分组成。文本应当主旨

清晰、层次分明、资料翔实、语言生动，富有感染力。成果摘要

字数 800-1500左右，正文字数不少于 6000字，不超过 15000 字。 

格式要求： 

（1）题目。要鲜明地反映出成果的核心内容及特色，概括

为一句话，但不要出现本企业名称、创造人姓名以及成果内容的

字母缩写等，也不要以“××模式”、“××法”等命名。 

（2）前言。主要反映企业的总体状况（300～500 字），包

含企业所属行业、地区和产权性质、主要业务、规模、效益及行

业地位等内容。 

（3）实施背景。主要介绍为什么实施本项创新，分析当时

面临的问题和内外部环境或条件的变化，反映企业开展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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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性、迫切性和所要达到的目标。 

（4）内涵和主要做法。成果内涵主要反映本项成果创新的

基本内容和特色，需要高度概括、反复提炼；各项做法是主报告

的核心内容，应包括：针对什么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什

么？采取的具体解决措施有哪些？ 

（5）实施效果。主要介绍通过实施本项创新企业所发生的

显著变化,包括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提

高。 

（二）论文（理论研究类）主报告：一般应当包括如下要素：

（1）摘要（2）关键词（3）正文（4）参考文献等。 

文本要求论点明确且具有创新性，条理清楚、论述有据、数

据可靠、文字精练、图表简明。论文摘要字数 800-1500 字左右，

正文字数不少于 6000字，不超过 15000字。 

格式要求： 

（1）摘要：由研究背景、研究的过程和研究结论三部分组

成。 

（2）关键词：每篇从标题或主题中提炼 3~8 个关键词，多

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按词条的外延（概念范围）层次从大

到小排列。 

（3）论文正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4）参考文献：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

整体的参考或借鉴。 

（三）主报告以第三人称阐述，不可用第一或第二人称，一

般采用企业简称，不要以“我们”、“我厂”、“公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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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体字号及层级要求 

（一）主报告标题统一使用 2号加粗宋体字，正文使用 3 号

仿宋体字； 

（二）主报告层次表述统一使用一、（一）、1、（1）4 级，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层级，一级标题使用 3 号黑体字，二级标题使

用 3 号加粗楷体，三级标题使用 3 号加粗仿宋，四级标题使用 3

号仿宋字体； 

（三）主报告正文选择行间距为固定值 28 磅，首行缩进 2

个字符； 

三、关于数据、图片、图表等使用要求 

（一）主报告中使用各类表格、数据、计量单位等要按照公

开出版物的标准编排。主报告中附有图片的，图片说明置于图片

下方并置中，如附有表格，表格说明置于表格上方并置中，使用

的图表、图片应满足印刷精度，避免使用非制图软件制作图片，

同时注意图表中色彩使用应满足印刷分辨需求； 

（二）申报的成果、论文所有内容，包括出现的数据、图片、

图表以及引用、转载及其相关社会评价，一律视为公开资料，可

以由审定活动组委会办公室统一安排，公开出版。 

四、附件及佐证材料 

（一）附件材料能提供原件的尽量提供原件； 

（二）不方便提供原件的请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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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国工业报社，是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举办的

事业单位。 

《中国工业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中国工业经济联

合会主管，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主办，是

我国工业与信息化领域权威主流媒体。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1-0058 邮发代号： 1-34 全年订价：396 元/份。 

《中国工业报》融媒体旗下拥有一报(《中国工业报》)、两

刊 (《中国机械》《班组天地》 )和由中国工业新闻网

(www.cinn.cn)、手机客户端 APP，以及微信（zggybs）、微博、

学习强国、头条、抖音、西瓜视频等第三方新闻聚合平台官方号

组成的新媒体矩阵。 

《中国工业报》融媒体提供工业与信息化前沿报道与领先的

产业、科技、商业资讯，以及政策分析、信息交流、宣传推广、

产业咨询、协同创新、业务对接、品牌增值、舆情监测、公关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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