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苏广华 美编/本版制图：林燕芳

2021.11.26��星期五

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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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2021信息时报金狮奖东莞榜”

榜单出炉

31家企业荣登榜单，共产生43个奖项

11月 26日，“2021年度信息时报金狮奖东莞区域榜”榜单正式出炉。 此次评选自 9 月启动以来，

先后吸引了百余家企业参与角逐。 经过近两个月的申报、初评、终评，最终有 31家企业荣登榜单，共产

生 43个奖项。 其中，地产企业 14家，产生 21个奖项；金融企业 17家，产生 22个奖项。

发掘典范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由信息时报社主办，东莞市房地产业协会、

东莞市银行业协会、 东莞市保险行业协会等单

位指导的“2021 年度信息时报金狮奖东莞区域

榜”评选活动，涵盖“金狮奖———第九届广东地

产品牌年鉴东莞区域榜”和“金狮奖———第十届

珠三角金融行业风云榜东莞区域榜” 两部分内

容。

本次评选活动主题是“东莞迈进‘双万时

代’的推动力”，从政策形势、市场走势、行业发

展、 品牌建设、 社会责任等多个维度对东莞地

产、金融行业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研判和解读，

进而形成权威的、透明的、公正的“金狮奖”获奖

榜单，表彰先进，树立标杆。

今年， 东莞即将迈入“万亿 GDP+千万人

口”的“双万时代”，开启全新发展阶段。 站在新

起点上， 东莞将向建设更高水平的新一线城市

挺进，着力打造高品质现代化都市、湾区创新高

地、先进制造之都、民生幸福美好城市。

“向建设更高水平的新一线城市挺进，需要

各行各业努力为之拼搏。”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次评选活动坚决依循公正、系统、严谨的

三大原则，联合政府、企业、学术机构、媒体等各

方力量，旨在发掘东莞在迈进“双万时代”过程

中，来自地产、金融行业的正能量典范，推动行

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吸引百余家企业参与评选

“评选方式与往届一样， 主要分为四个阶

段： 启动预热、 企业申报、 评审环节、 特刊制

作。” 据主办方介绍， 此次评选吸引了百余家

企业报名参与。 在评选过程中， 信息时报社对

参评机构进行了系列展示， 以供市民提建议和

指正。

本次评选活动的评审方式是由专家评审、

媒体调查及实地考察等部分构成。 其中， 专家

评审由行业专家、 学者组成专业评审团， 对候

选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评核和审定。 媒体调查

则是由本报地产行业资深记者、 编辑对候选单

位进行深入调查， 并通过系列报道将各大地产

企业所申报的各大奖项和参评资料已在本报公

布。

值得一提的是， 本报还组织了相关人员对

参评单位进行实地考察， 真正走进企业、 楼

盘、 金融机构网点等， 了解其相关情况。 据主

办方介绍， 本次评选旨在对东莞地产业、 金融

业进行一次深入摸底， 通过对比， 向更多的消

费者展示其目前的发展情况， 同时也曝光其不

足之处， 督促行业进行优化改善， 提升服务质

量， 推动行业更加健康地成长与发展。

本次评选针对两大行业设置了近 50 个不

同的奖项名称。 其中， 地产行业奖项类别包括

最高奖、 品牌奖和单项奖； 金融行包括年度大

奖、 品牌奖、 单项奖、 特别奖。 在奖项设置方

面， 本次评选相较往年也略微有变化， 更加贴

近东莞最新发展现状， 与时俱进。

地产：

14家企业登榜 产生21个奖项

“本次评选吸引了数十家房

地产企业参与角逐，最终 14 家企

业登榜，产生 21 个奖项。 ”主办方

表示，金狮奖———第九届广东地

产品牌年鉴东莞区域榜评选活

动是在东莞市房地产业协会指

导下开展的。 评选自 9 月启动

以来， 安排了近十期系列报道，

全面、 客观地将东莞地区具备品

牌竞争力、 性价比高或畅销地产

企业或楼盘网罗成集， 供购房者

参考。

此次评选面向东莞市房地产

开发企业、楼盘评选，由企业自愿

申报。 奖项设置相较往年有所变

化， 奖项类别分为最高奖、 品牌

奖、单项奖等，设置了数十个不同

的奖项名称。 记者发现，“东莞年

度最具核心竞争力地产企业”由

保利湾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获

得。 在品牌奖奖项中，最受企业青

睐的是“东莞年度最佳品牌地产

企业”。 经过角逐，最终由招商蛇

口东莞公司、广东海德集团、东莞

市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获得

此项殊荣。 东莞市碧桂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则获得了“东莞年

度最具创新力地产企业”奖项，东

莞市丰泰建设房地产有限公司斩

获“东莞年度社会责任地产企业”

荣誉。

单项奖中，“东莞年度金地

标”、“东莞年度最具性价比楼

盘”、“东莞年度最佳户型楼盘”等

奖项很受欢迎。 其中，保利时区、

鹏瑞·天玥、海德琥珀臺等项目荣

获“东莞年度金地标”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产业

空间不足已经成为影响城市营商

环境、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子”

问题，向存量要空间，向天空要

空间，“工业上楼”提速，逐步成

为东莞新建产业园的“标配”。

为此， 本届金狮奖结合东莞城

市发展，首次设置了“东莞年度

最具引领力产业集团”及“东莞

年度最佳智造产业园”奖项。 经

过多番激烈角逐， 最终由广东

信鸿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旗

下项目信鸿·湾区智谷夺得这

两项殊荣。

金融：

17家企业登榜 产生22个奖项

“十年金狮， 十年蜕变。” 主

办方介绍， “金狮奖” 评选活动

经历了十年的蜕变， 在业内已形

成了良好的口碑。 十年来， 该品

牌吸引了农业银行东莞分行、 中

国银行东莞分行、 工商银行东莞

分行、 建设银行东莞市分行、 东

莞银行、 东莞农商银行、 招商银

行东莞分行、 中信银行东莞分

行、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 东莞平

安人寿、 民生银行东莞分行、 兴

业银行东莞分行、 东莞人保财

险、 东莞新华保险、 邮储银行东

莞市分行等主流金融单位的持续

参与， 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

响。 本次“金狮奖———第十届珠

三角金融行业风云榜东莞区域

榜” 评选活动也吸引了数十家金

融机构参与角逐， 最终 17 家企

业登榜， 产生 22 个奖项。

“本次评选最大的亮点是设

置了特别奖———‘东莞年度乡村

振兴突出贡献奖’， 吸引了银行、

保险等众多金融机构参与角逐。”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 “乡村

振兴工作现已成为东莞各大金融

机构的工作重点， 纷纷下大力度

全面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质

效， 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从各大金融机构提供的参评资料

看， 它们助力乡村振兴的成绩也

是‘耀眼’ 的。”

“今年， 农业银行东莞分行

继续获评‘东莞最具核心竞争力

银行’。” 上述负责人表示， 农业

银行东莞分行此前已连续九年获

评“东莞最具核心竞争力银行”，

此次再度获得该殊荣是其实力的

见证。 农业银行东莞分行也是唯

一一家十度斩获信息时报金狮奖

“东莞最具核心竞争力银行” 大

奖的企业。

此外，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凭

借其坚守金融初心， 积极履行国

有大行责任担当 ， 不断提升服

务质量， 主动融入东莞经济社

会发展的大格局中， 在地方建

设、 跨境金融、 普惠金融、 民

生服务等重点领域加大支持服

务力度， 助力“湾区都市、 品

质东莞” 建设， 获评“东莞最具

社会责任银行”。 今年已是该行

第八次摘得“东莞最具社会责任

银行” 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