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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批)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

6 月 10 日下午，“适应新常态 诚信赢
天下”全球湘商百企万人巡回签名活动第二
站在古都西安隆重举行，来自陕西省湖南商
会主要负责人和会员企业参加了这次意义
非凡的诚信签名活动。 商会荣誉会长、陕西
省委原常委、省军区原司令员陈时宝出席活
动时指出， 这项诚信签名主题公益活动，在
湘商文化乃至中国商业文化建设史上都具
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适应新常态 诚信赢天下”全球湘商百
企万人巡回签名活动，由中国湘商力量总评
榜活动组委会为主发起，湖南省工商业联合
会（省总商会）、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
办，已于今年 2 月 8 日在长沙举行首场签名
活动。据了解，该项活动计划从长沙出发，途
经全国 30 多个省、市、区及海外部分湖南商
会，历时 10 个月，最后在北京长城八达岭居
庸关举行盛大的收官仪式。这次在西安举行

的诚信签名活动是在外省举行的第一场签
名活动，得到了陕西省湖南商会的鼎力支持
和积极配合。

诚信签名仪式上，“诚信赢天下” 活动
发起人、 湖南日报大型活动部主任兼全球
湘商诚信建设联盟秘书长谢作钦首先介绍
了诚信签名活动的背景、 意义和目的：
“2015 年是全国工商联系统的诚信建社活
动年， 在全社会呼唤诚信回归的时代背景
下， 我们以湘商的名义组织发起全国性的
万人诚信签名活动， 旨在加强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传承诚信文化，重塑商业道德，号
召全社会及各行各业以诚信为基， 以诚信
立德，以诚信示范，以诚信兴业，做到自律、
规范、信用、道德。 希望通过这次大型公益
活动能够传递正能量， 让诚信之花开遍大
江南北、长城内外。 ”

陕西省湖南商会会长王政等 8 名商会
代表集体宣读《湘商诚信宣言》。中国湘商诚
信建设联盟委员会授予陕西省湖南商会

“2015 全球湘商诚信建设示范单位” 牌匾。
随后，50 名商会会员代表在“诚信赢天下”

百米长卷上郑重签名，承诺结成湘商诚信联
盟，遵守诚信信条，以诚为本，互相监督，互
相促进，传递社会正能量。

陈时宝认为，开展诚信建设活动是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健
全社会征信体系》精神，褒扬诚信，惩戒失
信；引导湖湘文化和湘商健康发展，是湘商
群体集中展示企业形象和自身品牌的最佳
契机，能进一步提升和扩大湘商在全国甚至
全球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肖雪 肖梓涵）

呼唤诚信回归具有时代里程碑意义

第五届（2014）湘商
“十大诚信企业”提名名单公示

一、活动背景
2015 年是全国工

商联组织的诚信建设活
动年。 在全社会呼唤诚
信回归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活
动组委会联手全国湘籍
企业家代表和湘商代表
共同发起“适应新常态·
诚信赢天下” 百企万人
签名大型公益活动，发
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百企万人共倡诚信，提
振全民信心， 传播社会
正能量， 在全社会营造
“诚信赢天下”、“诚信行
天下”的良好氛围。

“人无信不立，业无
信不兴”。 商鞅立木建
信、范式千里如期而至、

“中国好人”姜恩兰守承
诺 10 年清苦还债百万
元 、 拾金不昧的路人
……从古至今， 无数人
用诚信书写了一个又一
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也许， 您曾因为自
己讲诚信而受益；也许，
您曾遇到许多让您感动
的诚信故事……第五届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之
“适应新常态·诚信赢天
下” 百企万人签名大型
公益活动特别策划“为
诚信点赞 寻找你身边
的诚信故事” 系列征文
活动， 诚邀您共同发现
身边的诚信故事， 让我们一起为诚信点赞，将
诚信文化传承下去。

二、活动内容
1、活动主题：为诚信点赞 寻找你身边的

诚信故事
2、征集范围：亲身经历、发生在身边的人

或者从生活中挖掘真实生动的诚信故事，传递
诚信正能量。

三、宣传媒体简介
1、湖南日报《天下湘商》周刊。 于 2012 年

8 月 8 日创刊， 旨在打造天下湘商第一服务平
台，成为天下湘商的精神文化阵地。 周刊从传
承和发扬的角度，从历史与文化的深度，彰显
一个群体的精神与追求。

2、天下湘商网（www.txxs.cn），由湖南日
报《天下湘商》周刊主办，受众涵盖政、产、研、
媒等高端人士，以弘扬湘商精神、传承湘商文
化、塑造湘商品牌为己任，致力于打造全球湘
商第一网络社交平台、湖南商会第一财经资讯
门户、中国湘商最优高端商脉圈。

3、《天下湘商》杂志，由湖南日报《天下湘
商》周刊主办，湖南天下湘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出品，以“湘商、湘企、湘品、商会、活动”为宣
传核心，关注天下湘商，展现湘商魅力、树立湘
商品牌、传递湘商最新动态、为湘商搭建一个
发声、交流平台。

四、相关要求
1、 作品以叙事类体裁为主， 要求主题鲜

明、内容真实、故事性强。
2、作品应为原创作品，严禁抄袭、捏造。
3、 主办方将从所有征文稿件中选择 100

个具有代表性的诚信经典故事发表在湖南日
报《天下湘商》周刊。 活动结束后，将组织编撰
《诚信赢天下》系列丛书，对经典诚信故事和全
程活动公开出版，面向全国及海外发行。

4、参与时间：2015 年 2 月—11 月
5、联系方式：

《天下湘商》周刊执行主编：张福芳
联系电话：1507490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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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投稿邮箱：txxszkhy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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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活动组委会
2015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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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理由：高品质产品享誉海内外
东方雨虹用品质说话， 将质量过

硬的防水系统带到了人民大会堂、北
京奥运场馆和高铁、 地铁等国家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 建筑防水业务
是业内唯一拥有国家认定的技术中
心、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企业。 2014
年， 东方雨虹销售防水涂料近 20 万
吨， 防水施工面积近 3000 万平方米，
建筑防水产品远销德国、巴西等 9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正朝着世界东方雨虹
的梦想铿锵前行。

提名理由：树立民营医院诚信经营典范
爱尔眼科是中国首家 IPO 上市

的医疗机构，在行业内第一家获得“中
国驰名商标”。 截至 2014 年 12 月，爱
尔眼科已在全国 24 个省(市、区)建立
了 70 余家专业眼科医院，年门诊量超
过 250 万人。 多年来，通过爱尔眼科实
施的眼科手术质量控制优良率接近
100%，患者满意度超过 90%。过硬的医
疗服务质量，为企业赢得了“中国服务
质量十佳民营医疗机构”和“全国诚信
民营医院”殊荣。

提名理由：以信为本 打造行业品牌标杆
中建信和是世界 500 强企业———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的全资成员企
业，截至 2014 年底，企业总资产已达
130 亿元，业务遍及长沙 、济南 、南昌
等多个城市。 公司秉承“以信为本 以
和为贵”的理念，打造了中建·梅溪湖
中心等多个高品质品牌项目。同时，企
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参与了岳阳中
心城区旧城改造工程及众多公益活
动。过硬的品质和品牌，为中建信和赢
得了“广厦奖”等多项荣誉。

提名理由：缔造美味放心生活
加 加 食 品 专 注 调 味 食 品 近 20

年 ，缔造了加加 、盘中餐等多个知名
品牌，综合实力位居国内调味品行业
前 列 ，2014 年 销 售 收 入 达 16.84 亿
元，有“中国酱油第一股”之称。 公司
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推行品质管
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环境管
理体系，严守产品安全生产关，以“加
加”系列酱油为主导，着力打造“中国
厨房食品大家庭”，多次荣获“食品安
全示范单位”。

提名理由：诚信于中 成就能耗管理大师
远控能源整合物联网、 云计算、

云服务、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研
制出数字化节能管理平台、物联网云
服务平台，致力于成为低碳生活的传
播大使。 17 年来以“诚信于中、创新致
远、律己达控”为核心理念，专业提供
能耗管理的节能解决方案，并成功运
用于全国各地高校 、机关 、银行等建
筑领域。 公司被认定为“湖南省高新
技术企业”、“全国高校后勤服务优秀
企业”，为建设绿色城市、智慧城市贡
献力量。

提名理由：铸就消费者信赖品牌
瑞普电缆自 2005 年成立以来，一

直专注于电线电缆研发、生产、销售，
年产能现已达 12 亿元。 以“诚信立足、
创新致远”为经营理念，在行业内率先
通过了三体系认证， 用高品质的服务
留住客户； 瑞普将创新意识融入到所
有环节，不断研发新产品，已获 6 项实
用新型专利； 先后多次获得重庆市消
费者信得过产品、重庆市工商局“重合
同、守信用”单位、“全国诚信承诺优秀
企业”等荣誉。

提名理由：中小企业信赖的金融帮手
中财福鑫是一家以基金管理、互

联网金融、融资担保、创业投资、投融
资中介五大金融服务体系为主的大型
现代金融服务集团。 公司应 60 余家在
黔湘籍企业倡议发起成立， 不到 3 年
时间已为 200 余家中小企业提供金融
服务， 累计实现担保余额 10 亿元，成
功发放基金 3 亿元。 目前，公司已成为
贵州本土十大金融品牌之一 。 2014
年，公司旗下“福鑫 e 融”互联网金融
信息平台获得国家四部委联合评定的
“中国互联网诚信示范企业认证”。

提名理由：谱写行业无纠纷经营范本
陕西成兴建设（集团）是一家以房

产开发、房屋建设、建筑材料贸易为主
营业务的集团公司，年产值已超过 10
亿元。自成立以来，成兴建设一直坚守
“真诚合作、信守承诺、优质高效”的经
营理念。 公司建设的临潼骊山新家园
安置小区等多个项目曾获评为省级文
明工地。公司成立至今，无一例法律事
务纠纷，无一例拖欠工资纠纷，与社会
合作单位无一例经济案件纠纷， 谱写
了诚信经营的范本。

提名理由：以诚立足 抢占民营新媒体
第一股

众益传媒作为湖南省首家以自主
知识产权上市“新三板”的民营新媒体
企业，用过硬的服务质量和技术打开市
场，以诚立足，打造了一个辐射长沙 95%
以上 TOP 级写字楼等场所的高端楼宇
广告联播网，形成立足长沙，多点齐下，
覆盖全国的发展布局。 研发的自媒体平
台获得 17 项国家专利和 11 项软件著
作权。 2014年，通过了 3C和 ISO9001：
2008国家质量体系认证，并在中国传媒
企业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提名理由：20 年以诚信铸造大森林品
牌

大森林作为一家民营集团公司，
20 多年来一直以诚信经营为立身之
本，服务大众健康，经历风雨与磨砺后
越发出彩， 已发展成为一家集中成药
生产、医药物流、医院、养老产业为一
体的民营集团公司。目前，公司已搭建
起辐射周边 10 多个省份，网络覆盖湖
南省内所有二甲以上医院的营销体
系。2014 年，集团销售收入达 15 亿元，
旗下祁阳永和医院推出的医养结合养
老创新模式成为全国首创。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信和地产有限公司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中财福鑫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湖南远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提名理由：优质高效服务引外商青睐
湖南腾远是一家工业机器人与自

动化成套装备供应商，自创业以来，坚
守“真诚合作、信守承诺、优质高效”的
经营理念。 曾获得国家创新基金奖以
及多项国家专利。2014 年，公司获得两
项实用性新型专利， 三项发明专利进
入实质审查阶段。 高品质的服务质量，
让公司与中联重科、 美的、LG 等多家
大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成为韩国生
产工业机器人领先企业 Robostar 公司
湖南总代理以及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
提供商。

湖南腾远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瑞普电缆有限公司

湖南大森林医药集团 陕西成兴建设（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提名理由： 诚信打造湖南体育用品第
一品牌

超勤在湖南拥有近 2800 平方米的
体育品牌批发运动商城、30 多家大型商
场专柜、20 家体育运动大本营加盟网络
和 280 家大型连锁超市网络，总省内仓
储面积达 1 万平方米。 公司代理红双
喜、斯伯丁、世达、YY、胜利、乔山、狼爪
等众多国内外一线品牌，并开发了“奥
可特”、“唯赢”等自有品牌，秉持“以诚
为本，真心相待”理念，为客户提供 24
小时 360 度全方位售后服务。 连续多年
被评为湖南省著名商标，成为湖南文体
行业最大的品牌生产与销售企业。

长沙超勤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众益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湖南商会荣誉会长、陕西省委原常委、省军区原司令员陈时宝（左四），陕
西省湖南商会会长王政（左三），中国湘商诚信联盟秘书长、湖南日报大型活动部主任
谢作钦(左五)在诚信签名活动现场与签名代表合影。 文韬 摄

“诚信赢天下”百企万人全球签名活动走进陕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