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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第五届“蓝点奖”评选的通知 

各相关企业： 

为展现电子信息产业中优秀企业风采，树立新时代行业

标杆，增强企业的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同时也为了提

升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营造产业

报国和尊重实业的浓厚社会氛围，共建共享产业链创新协作

平台。深圳市电子商会于 2015年发起首个行业评选——“蓝

点奖”，设立先锋成长企业、产品创新、自主品牌、诚信企

业等奖项。历时至今“蓝点奖”已连续举办了四届，累计参

加评选企业 3000 余家，评出奖项 150 余个。经过四届的积

累沉淀，评审组委会不断对标产业新趋势、新特点，与时俱

进，力求成为一个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契合新角色定位的

行业性奖项。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40 周年，40 年来，深圳由一

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创

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奇迹。而电子信息产业

一直是深圳的支柱产业，其规模占据全国的 1/6。在新冠肺

炎疫情的强烈冲击下，面对国内外严峻的产业环境，今年上

半年深圳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依旧同比增长了 5.7%。 



为全面推进“双区”建设，鼓励电子行业企业特别是广

大中小企业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

表彰他们对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深圳市电

子商会将联合各分支机构、媒体平台开展第五届“蓝点奖”

评选活动，欢迎各企业积极参与。评选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电子商会、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平台 

协办单位：深圳市电子商会各专委会及各分会 

媒体支持：中国电子报、深圳商报、深圳特区报、华夏

之声、深圳电子信息、华强电子网、维库电子市场网、工控

兄弟连、元器件交易网、腾讯、新浪、凤凰、网易、FM89.8…… 

二、奖项设置 

1、电子信息产品创新与应用奖：表彰近几年电子信息

行业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智能制造填补国内外空白或技术水

平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的产品及应用。 

2、优秀自主品牌奖：表彰近三年中在电子信息行业产

品拥有自主品牌，并且自主品牌销量逐年递增明显的优秀企

业。 

3、优秀电商平台奖:表彰近三年在行业内有较高的美誉

度与知名度，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品牌价值以及清晰的商业模

式，运营情况良好，业绩增长迅速，拥有良好把握目标市场

的能力电商平台。 



4、优秀产业园区奖:表彰近三年发展良好、成熟完备、

建设配套完善、管理科学、优势突出、招商运营优良、具有

一定特色的产业园区。 

5、诚信企业奖：表彰近三年中在电子信息行业诚信经

营、拥有良好口碑和社会声誉的优秀企业。 

三、申报条件 

1、2018 年 1 月 1 日之前依法注册设立、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电子信息类企业； 

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行业领先，重点关注科技与

制造领域突出贡献的企业； 

3、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纪守法，敢闯敢试，

创新发展，追求卓越，履行社会责任，引领产业发展和推动

社会进步。 

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不得申报： 

1、不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政策规定。 

2、国家规定应取得相关证照而未取得。 

3、近三年有重大质量、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环境污染

事故等或服务质量、劳动保障等有重大有效投诉。 

4、近三年国家、省、市监督抽查产品有严重质量问题

或存在严重服务质量问题。 

5、凡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www.gsxt.gov.cn”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四、评选标准及申报材料 



(一)电子信息产品创新与应用奖 

（1）评选标准： 

1、产品与应用需为自主研发设计，填补国内外行业空

白或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外领先，市场竞争性强、设计新颖、

功能适用、环保先进； 

2、获得一项或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

作权或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申请（取得专利申请号）

并已推广使用。 

（2）申报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第五届蓝点奖“产品创

新奖”申请表》 
打印（签字盖章） 

申报材料需全部

提交电子文档（命

名与材料名称一

致） 

2 营业执照 复印件（盖章） 

3 
企业简介（1000 字以内，

企业 LOGO提供电子档） 
打印（盖章） 

4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 
复印件（盖章） 

5 

产品/应用详情说明（包含

但不限于产品/应用照片、

介绍、市场推广情况，产

品/应用照片提供电子档） 

打印（盖章） 

6 专利证书 复印件（盖章） 

7 

企业所获荣誉、奖项、认

证和资质复印件。（如有，

请提供） 

复印件（盖章） 

（二）优秀自主品牌奖 

（1）评选标准： 



1、拥有注册商标，并在市场上独立运作且有一定占有

率和品牌影响力； 

2、自主品牌产品销量 2018-2020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20%

以上（含 20%）。 

（2）申报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第五届蓝点奖“优秀自

主品牌奖”申请表》 
打印（签字盖章） 

申报材料需全部

提交电子文档（命

名与材料名称一

致） 

2 营业执照 复印件（盖章） 

3 
企业简介（1000 字以内，

企业 LOGO提供电子档） 
打印（盖章） 

4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 
复印件（盖章） 

5 品牌情况说明及商标详情 打印（盖章） 

6 

企业所获荣誉、奖项、认

证和资质复印件。（如有，

请提供） 

复印件（盖章） 

（三）优秀电商平台奖 

（1）评选标准 

1、平台在行业内有较高的美誉度与知名度，具有一定

的规模和品牌价值以及清晰的商业模式； 

2、平台运营二年以上，有独创性或创新性的业务，运

营情况良好，业绩增长迅速，拥有良好把握目标市场的能力； 

3、平台口碑好，信誉度高，客户评价良好，有良好的

市场反馈，参评需佐以服务成功案例加以说明。 

（2）申报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第五届蓝点奖“优秀电

商平台奖”申请表》 
打印（签字盖章） 

申报材料需全部

提交电子文档（命

名与材料名称一

致） 

2 营业执照 复印件（盖章） 

3 
平台简介（1000 字以内，

平台 LOGO提供电子档） 
打印（盖章） 

4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 
复印件（盖章） 

5 近三年平台运营情况说明 打印（盖章） 

6 

平台所获荣誉、奖项、认

证和资质复印件。（如有，

请提供） 

复印件（盖章） 

（四）优秀产业园区奖 

（1）评选标准： 

1、园区近三年发展良好、成熟完备、建设配套完善、

管理科学、优势突出、具有一定特色； 

2、园区产业发展质量好、产业发展速度快、创新性强、

产城融合度高； 

3、园区产业快速发展，近三年 GDP 年增涨 10%以上。 

（2）申报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第五届蓝点奖“优秀产

业园区奖”申请表》 
打印（签字盖章） 

申报材料需全部

提交电子文档（命

名与材料名称一

致） 

2 营业执照 复印件（盖章） 

3 

园区介绍（园区产业特色、

产业发展情况 GDP 统计

等，园区 LOGO 提供电子

档） 

打印（盖章） 



5 
园区所获荣誉、奖项、认

证和资质（如有，请提供） 
复印件（盖章） 

（五）诚信企业奖 

（1）评选标准： 

1、企业诚信建设情况良好、社会美誉度高，无违法、

违规、违纪事件，无重大安全、环保、质量事故； 

2、企业管理制度完善，创新能力、社会贡献突出。 

（2）申报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第五届蓝点奖“诚信企

业奖”申请表》 
打印（签字盖章） 

申报材料需全部

提交电子文档（命

名与材料名称一

致） 

2 营业执照 复印件（盖章） 

3 
企业简介（1000 字以内，

企业 LOGO提供电子档） 
打印（盖章） 

4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 
复印件（盖章） 

5 企业社会贡献、所获荣誉 复印件（盖章） 

6 

企业所获奖项、认证和资

质复印件（如有，请提供） 
复印件（盖章） 

7 企业诚信经营的相关证明 打印（盖章） 

五、申报须知 

1、每家候选企业只能申报一种奖项（每种奖项仅限单

一产品/品牌/项目）。 

2、申报企业须如实填写对应奖项的《申请表》（深圳市

电子商会网站（www.seccw.cn）下载，组委会将严格保密相

关申报信息，如提供材料存在虚假信息，将取消申报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