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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文件

通企〔2020〕33 号

关于开展“ICT中国（2020）案例征集及评选”

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信息）通信行业协会，各分支机构，

各会员企业及相关单位：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各通信运营

企业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协办，中国邮电器材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的“2020 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以下简称 PT 展）”

将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16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

行。受 PT 展组办方委托，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负责“ICT 中

国·2020 高层论坛”中“ICT 中国（2020）案例征集及评选”

等相关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的与意义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及中央政治局“加强新一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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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推进ICT应用基础研究，突出关键性技

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为城市或行业ICT

深度应用寻找“中国样本”。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研究报告，预计到2022年，中国

数字经济占比将达到60%，全球ICT市场增长率迅速提高，将为

拉动GDP增长带来深远影响。数字经济发展与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离不开ICT技术、产品、应用与解决方案的支撑，通过“ICT

中国（2020）案例征集与评选”活动遴选出ICT技术在垂直行

业、跨界应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的优秀案例与解决方

案，助推后疫情时代产业链条、实体经济生产恢复与高质量发

展。

二、申报要求与奖项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5G、大数据、光通信、云计算、边缘

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SDN/NFV、区块链等）

在垂直行业、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或取得突

出成效的解决方案或优秀案例，体现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新技

术、新方案、新应用、新成果和前沿趋势。

（一）申报要求

1.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及各省级行业协会会员单位或 PT 展

参展单位，ICT 中国·2020 高层论坛参与单位；

2.申报项目已经完成，且在技术应用或经济效益方面成效



3

显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行业代表性和示范推广作用；

3.申报材料真实、合法，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产

业政策要求，不涉及任何法律纠纷。

（二）奖项设置

本次评选工作设置四个奖项。其中：城市创新规划奖可以

是没有完全实施及实际应用的规划；优秀解决方案奖、技术创

新应用奖必需是已经得到实际应用的案例或解决方案。

1.城市创新规划奖：突出新一代信息技术运用于智慧城市

建设（含政务、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应急、物流、交通、

能源、水利等）方面的政府规划、城市规划、区域规划（园区、

社区规划），并取得业内较高评价。申报单位需为政府机构、

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等；

2.优秀解决方案奖：突出新一代信息技术运用于行业发展

与行业建设的案例或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在提高工作效率、

服务能力、经济效益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或业内较高评价。申

报单位需为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

3.技术创新应用奖：突出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

行业应用方面的创新性，该技术对行业发展起到引领或风向标

作用，能够提炼运用于行业或智慧城市建设，在提高工作效率、

服务能力、经济效益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或业内较高评价。申

报单位需为企事业单位（不含中小微企业）、科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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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创新先锋奖：同上述技术创新应用奖。申报单位需

为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按照国家《统计上大中小

微型企业划分办法》执行，并由申报单位在申报材料中提交相

关数据说明）。

此外，对在 2020 年新冠疫情防控与助力复工复产中发挥

重要支撑作用的 ICT 典型案例与解决方案设置“ICT 中国创新

应用特别贡献奖”，该案例以协会 2020 年 3 月 20 日前收到的

《ICT 新技术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中发挥支撑作用的典型

案例与解决方案申报表》为准。

三、评选流程与时间

评选工作严格执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成立由

政府机构、行业专家组成的评审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

评审委下设评审工作组，负责案例征集与评选工作。按照成果

申报、初步审核、专家评审、结果公示及奖项颁发等阶段。具

体时间安排如下：

（一）申报阶段（5 月 1 日-7 月 31 日）

1.请申报单位按项目填写《申报表》与《申报汇总表》（见

附件 1、2），一个申报单位可以有多个申报项目；一个项目最

多可以有两个申报单位（自行确定申报单位排序）；

2.一个项目的主创与参与人员总数不超过 15 人，其中主

创人员不超过 2 人，《申报表》中需分别注明主创与参与人员

名单，涉及联合申报的项目请分别注明主创与参与人员单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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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3.申报单位邮件提交申报材料及全部辅助文件（含《申报

表》WORD 版、盖章扫描版及其他支撑材料）。本次申报不需要

提交纸质版，申报项目文件按照“单位名称-项目名称”格式

标注文件名。

（二）审核阶段（8 月 1 日-8 月 23 日）

评审委工作组对申报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完整性、适用性、

规范性进行初步审核，并将初审通过的申报单位及材料提交评

审委。

（三）评审阶段（8 月 24 日-9 月 20 日）

评审委对通过初审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评审采取评分与

评议结合的方式。

评分，按照“双盲审”原则（即：隐去申报单位名称与申

报项目主创参与人员名单）由评审委专家对申报项目按照《评

审办法》逐一打分。满分为 10 分，其中：9-10 分为优秀；7-8

分为良好；6 分为较好；5 分为合格；4 分及以下为一般，工

作组对评审委专家打分结果进行汇总。

评议，按照汇总评分由高至低排序后的结果进行专家合议。

有以下情形并经评审委认定，可酌情加分，最高加分 2 分。

1.申报项目成效已经获得国家相关部门证书或证明文件

（不含专利证书）；

2.上一年度积极参与协会与 PT 展的各类活动并做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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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3.通过协会报名参与 PT 展布展或相关论坛组织工作；

4.积极参加协会“信息通信行业高层论坛”、“2020 年 5G

创新应用大会”等相关工作。

（四）公示阶段（9 月 21 日-9 月 25 日）

对评审通过的申报项目及推荐奖项在协会官方网站进行

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五）颁奖阶段（10 月 15 日-10 月 16 日）

在 PT 展“ICT 中国·2020 高层论坛”进行颁奖（具体以

PT 展论坛活动议程为准）。

四、案例应用与推广

参与申报的案例将作为行业优秀成果向政府、产业或其他

行业推荐、推广，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一）在协会官方网站、行业发展高层论坛、2020 年 5G

创新应用大会等协会举办的高端会议进行发布与推介。

（二）收录于《2020 年度 ICT 中国行业优秀案例汇编》，

并在 PT 展官方网站、微信、ICT 中国·高层论坛以及行业媒

体、PT 展行业参观团等渠道进行推广。

（三）向国内有关研究机构与媒体进行推广、宣传（如：

5G 瞰天下栏目等），并建立产业上下游企业对接平台。

（四）向国际电信联盟（ITU）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

forum 2020 峰会）项目组以及“一带一路”国家进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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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如不参与上述活动请在《申报表》中注明。

五、工作要求

（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信息）通信行业协会、

各分支机构及时将本通知转发会员企业，并积极推荐优秀案例。

（二）请各会员企业及有关单位积极参与本次评选工作。

（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陈颜芹，010-56081117，chenyanqin@ccace.org.cn

赵俊生，010-56081108，zhaojunsheng@cace.org.cn

附件：1．ICT 中国（2020）案例征集与评选申报表

2．ICT 中国（2020）案例征集与评选申报汇总表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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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ICT 中国（2020）案例征集与评选申报表

1.所有参评资料需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提交

2.请完整填写表格各项内容，并在上述时间电邮至：

评审工作组：赵俊生，010-5608 1108，zhaojunsheng@cace.org.cn

李云鹏，010-6642 6291，liyp@ptac.com.cn

参评奖项名称（必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典型案例（或解决方案）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职 务

手 机 邮 箱

单位网址 会员单位 是 否

单位简介

（限 300 字以内）

2.典型案例（或解决方案）基本情况

典型案例名称

技术关键字

典型案例

主创与参与人员

主创人员：不超过 2人

参与人员：不超过 13 人（涉及联合申报的请注明主创与参与人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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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分类（必选）
城市创新规划奖 优秀解决方案奖

技术创新应用奖 企业创新先锋奖

适用客户（必选） 政府 企业 园区 其他（请注明）

适用行业（必选）

航空/航天 海事 交通 家居 城市管理/政务 金融 军队

公安/安防 广电 应急 能源 电子商务/零售 建筑 环保

生产制造 医疗 农业 水利 物流 文化 旅游 体育

教育 其他（请注明） ____

3.典型案例（或解决方案）详细情况

典型案例总体介绍：（中文 800 字以内）

（例：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客户面临的难题；案例的特点、优势；在疫情防控中支撑作用；……等等）

1.……。

2.……。

3.……。

典型案例核心功能介绍：（中文 1000 字以内）

（例：包括但不限于：案例中客户方面临的挑战；针对该客户的解决方案介绍；案例核心架构介绍；客户方

获得的成果或疫情防控中帮助客户解决的问题；……等等）

1.……。

2.……。

3.……。

典型案例应用效益分析：（中文 800 字以内）

（例：包括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案例解决的困难与帮助客户提升的效益情况；社会效益请从实际产生的效

果进行分析；经济效益请从具体数据进行分析；……等等）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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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获奖励情况（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授奖单位）：

*如无，可不填写

1.……。

2.……。

3.……。

4.典型案例（或解决方案）证明材料及承诺

证明材料：（如有，请详细列出，并附扫描件；如无，可不填写）

1.知识产权证明

2.第三方颁发资质证明

3.应用实例证明（如图片等，图片不超过 5张，像素不低于 2 MB-300dpi 以上的 JPG 格式文件）

4.其他证明材料（中小微企业证明材料）

本单位承诺：

所有申报材料真实、合法，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及任何法律纠纷。

同意申报项目编入 ICT 中国行业解决方案与案例汇编（2020）中，并参与案例推广活动。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 期：

1．请注意奖项评选专家是由外部专家随机产生，我们对此不能确保其机密性，因此请勿提交任何您不想公开

的信息或材料。

2. 申报单位发送给评审工作小组的全部文本、图片、音视频等材料，视为授权评审工作小组将之用于对外展

示、发表报告、网站、媒体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宣传/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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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ICT 中国（2020）案例征集与评选申报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案例介绍 奖项分类 行业分类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创人员 参与人员

1

2

3

4

5

6

7

8

9

10

┋

1．该汇总表信息务必与《申报表》相关内容保持一致，不得有缺项。

2. 汇总表可以直接复制到EXCEL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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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企业协会秘书处 2020 年 4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