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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 

诚信承诺活动实施方案 

 

各分支机构、各会员单位、各相关单位： 

诚信是企业立身之本，行业诚信管理势在必行，企业参与诚信活

动是实现行业诚信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然条件。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市房协）诚信承诺活动是在相关政

府部门指导下，为进一步深入推进房地产行业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

优化行业内发展软环境开展的一项常设诚信建设活动。 

一、总体要求 

诚信承诺活动本着自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通过对

市房协会员单位在合同履约、产品质量、合法经营、社会责任等方面

的全面审核，进一步建立、完善信用承诺制度和企业诚信档案，大力

推进房地产业诚信建设。 

（一）建立信用承诺制度。申请主体为市房协会员单位，其中市

房协理事单位必须达到诚信承诺企业标准。申请主体承诺符合条件并

提交有关材料的，应予办理。申请主体信用状况良好、部分申报材料

不齐备但书面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的，应先行受理，加快办理进度。

并依托市房协自媒体及主流媒体向社会公开。支持各工作（专业）委

员会建立健全诚信承诺制度，加强会员自律。 

（二）建立诚信承诺企业档案。根据企业提交的《诚信承诺档案

登记表》中相关信息录入市房协诚信承诺活动档案数据库。 

（三）深入开展诚信承诺教育。充分利用各相关政务服务窗口，

广泛开展诚信承诺教育，提高企业依法诚信经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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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力推进诚信承诺分类制度。在充分掌握会员单位诚信承

诺信息、综合研判诚信承诺的基础上，以诚信承诺企业评价结果等为

依据，对诚信承诺企业进行诚信承诺先进单位评选。  

（五）完善对诚信承诺企业的监管 

1、督促诚信承诺失信企业限期整改。由各工作（专业）委员会

依法依规启动提示约谈或警示约谈程序，督促诚信承诺失信企业履行

相关义务、消除不良影响。约谈记录记入诚信承诺信用档案，统一归

集后纳入市房协等相关部门共享平台。 

2、探索建立诚信承诺修复机制。诚信承诺失信企业在规定期限

内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可通过作出承诺、接受专题培训、

提交整改报告、参加市房协及相关部门组织的公益活动等方式开展修

复。修复完成后，各工作（专业）委员会及相关部门按程序及时终止

公示其失信记录。 

二、参评范围 

诚信承诺活动在市房协会员单位中进行，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企业为参评单位，其中跨区域开展经营的集团公司原则上以区域公司

为参评单位。 

三、评审方式 

（一）市房协会员单位向所属市房协工作（专业）委员会报名，

并按评审要求提供企业信息及相关资料。 

（二）评审诚信承诺企业由市房协各工作（专业）委员会负责初

审，在听取各区房管局及相关单位的意见后上报诚信承诺评审办公室。 

（三）诚信承诺评审办公室对市房协各工作（专业）委员会上报

的诚信承诺企业信息及项目相关资料进行核实后，报评审委员会。 

四、组织机构 

市房协诚信承诺活动由市房协主办，邀请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上

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作为指导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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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信承诺评审委员会 

主  任： 

赵龙杰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秘书长   

副主任： 

龚  敏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荣蕴倩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宁  海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专职副秘书长   

成  员： 

王魁星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城市更新专业委员会主任                                    

上海湘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有训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住宅产业化委员会主任  

        上海中环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华允弟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绿色生态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 

上海闵行房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桑运效  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业协会会长 

张国梁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房屋征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俊坚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建筑节能推广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院长 

陆剑锋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综合部主任  

彭伟军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会员服务部主任  

阮玉薇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会员服务部副主任 

（二）诚信承诺评审办公室 

主  任： 

荣蕴倩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副主任： 

范海霞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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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剑锋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综合部主任   

彭伟军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会员服务部主任   

成  员： 

阮玉薇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会员服务部副主任   

黄梦靓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城市更新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季  明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绿色生态建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唐黛砚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住宅产业化委员会副秘书长 

        上海中环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行政办主任 

马志钢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三资企业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凤文忠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房屋征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彭  勇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市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张剑俊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建筑节能推广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筑智建（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五、工作程序 

（一）申报时间 

 5月份市房协各工作（专业）委员会开展动员工作并接受报名。

报名截止 6月 30日。 

（二）初审 

市房协各工作（专业）委员会负责联合初审，并听取相关单位意

见后于 7月底前按要求汇总相关资料推荐上报诚信承诺评审评办公室。 

（三）审定 

8月底前诚信承诺评审办公室完成对诚信承诺单位资料的核实工

作。9月中旬诚信承诺评审委员会对诚信承诺候选单位进行审核。 

（四）公示、公布 

第四季度对诚信承诺候选单位在市房协自媒体及主流媒体进行

公示，接受市民投诉。 

12月公布诚信承诺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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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交材料 

1、报名表格（可在市房协官网 www.srea.org.cn查询并下载）。

电子版表格请发至邮箱 shreta@163.com，原件表格（二份）加盖公章。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加盖公章。 

3、企业简介一份加盖公章。 

4、申报诚信承诺先进单位的企业请提供企业内部诚信制度及诚

信工作总结。 

七、费用 

诚信承诺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八、诚信承诺评审办公室 

办公地点：市房协秘书处 

地    址：浦东新区南泉北路 201号（房地大厦）1205室 

邮    编：200120 

联 系 人：阮玉薇  13916073108 

          黄梦靓  13916861605 

联系电话：021-58387032   

传  真：021-50897679 

上述内容及报名表格可在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官网

（www.srea.org.cn）查询并下载。 

 

 

 

 

 

 



职务：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诚信承诺活动报名表

收件编号：

企业名称（全称）
是否以企业集团
的名义参加诚信
承诺活动

有无处理消费者投诉的部门或专
（兼）职人员

在本市登记注册的时间 企业类型：开发企业¨    非开发企业¨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姓名：

销售过程中是否质量合格、销售合
同履约规范、消费者反映良好

有无规范的经营管理制度和诚信服
务管理制度

审核意见

自报名之日前三年内，有无因不诚
信经营行为而被媒体批评、严重侵
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行政处罚记

录

    本企业自愿参加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诚信承诺活动，自觉遵守诚信承诺的内容，加强
企业诚信自律，并同意建立公开的诚信档案，接受社会监督。

企业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
统一代码

企业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类型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姓名 手机 邮箱

姓名 手机 邮箱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诚信承诺先进单位申报表

收件编号： 工作委员会：

企业名称（全称）

开发企业¨  非开发企业¨  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
（此项开发企业填写）

董事长

已开发的楼盘及在建项目
（此项开发企业填写）

联系人

企业经营范围及产品简介
（此项非开发企业填写）

是否曾获得上海市房地产开
发企业诚信承诺活动单位及

先进单位
是¨  否¨ 如选“是”请

填写参加年份

三年内收到消费者投诉数量 其中今年的投诉量：

是否参加上海市优秀住宅评
选活动

是¨  否¨ 是否参加上海市开发企业
50强研究

是¨  否¨

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和诚信管
理制度（填写制度的名称）

处理投诉的专门部门
（填写部门名称，说明专兼职部门）

处理投诉的专（兼）职人员
（填写负责人姓名，专、兼职人数）

三年内投诉办结率 其中今年办结率：

收到消费者表扬信数量

处理消费
者投诉的
情况



备注

盖章：

盖章：

盖章：

盖章：

盖章：

    本企业自愿申请参加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诚信承诺先进单位的评选，所申报的诚信承诺总结和
申报表填写的内容均是真实的。

扶贫工作 是¨  否¨ 具体项目

是¨  否¨ 具体项目振兴乡村计划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签字 填表人签字
（或负责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企业盖章

社会公示结果

诚信办复审意见

领导小组审定意见

区房管局意见

市房协工作委员会初审意见



企业
统一代码

企业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类型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姓名 手机 邮箱

姓名 手机 邮箱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诚信承诺先进单位复评申报表

工作委员会：

企业名称（全称）

开发企业¨  非开发企业¨ 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
（此项开发企业填写）

董事长

简要回顾总结（可另附页）
（获得先进单位荣誉后，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诚信承诺活动，采取深化

活动的措施和办法，取得了哪些明显的成效）

法定代表人签字

填表人签字

两年内诚信良好记录

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受到处罚

企业受到工商、消保委等执法监察部门的行政处罚

因不诚信行为被新闻媒体曝光

其他

备注（如有开发楼盘或在建
项目请填写）

    本企业自愿申请参加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诚信承诺先进单位的评选，所申报的诚信承诺总结和
申报表填写的内容均是真实的。

（或负责人）

填表日期

联系人

两年内诚信不良记录

企业盖章



盖章：

盖章：

盖章：

盖章：

盖章：
领导小组审定意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社会公示结果

诚信办复审意见

区房管局意见

市房协工作委员会初审意见



企业
统一代码

企业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性质 注册资金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姓名 手机 邮箱

姓名 手机 邮箱

备注

开发¨    非开发¨ 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
（此项开发企业填写）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诚信档案登记表

报名表收件编号：

企业名称（全称）

国有¨  民营¨  上市¨  非上市¨

董事长

参加诚信承诺活动的时间

企业诚信承诺活动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诚信不良记录

已开发项目或在建项目
（此项开发企业填写）

企业经营范围及产品简介
（此项非开发企业填写）

诚信良好记录

联系人

    企业盖章

    本表所填内容属实，同意作为本企业诚信档案的初始信息。

法定代表人签字
填表人签字

（或负责人）
填表日期



申报单位（盖章）：

基本分
满分分
值

自评
打分

初审评
分

诚信办
综合评分

企业内部 8

管理制度 5

（18分） 5

企业内部 8

诚信建设 7

（20份） 5

投诉处理 6

情况 7

（21分） 8

社会监督 5

情况 3

4

5

宣传贯彻 5

诚信承诺
情况

（8分）

金奖 5

银奖 3

单项奖 1

上海市房地产开发企业50强 3

银行系统资信等级AAA级 4

银行系统资信等级AA级 2.5

银行系统资信等级A级 1

工商系统合同信用等级AAA级 4

工商系统合同信用等级AA级 2.5

工商系统合同信用等级A级 1

初审评分人：

有专门的的投诉处理部门和专职人员

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诚信承诺先进单位评选评分表

指标内容

有完善的质量控制的规章制度

有完善的销售管理的规章制度

有完善的前期物业管理的规章制度（此项非开发企业无需填写）

申报表收件编号：

有完善的企业员工诚信教育培训制度

有完善的企业内部诚信建设的规章制度

积极推广应用数字化管理系统

有完善的消费者投诉处理的规章制度

在企业广告中使用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诚信承诺的标设或诚信承
诺企业的称号

投诉办结率和满意率在90%以上

遵纪守法，诚实经营，三年内无行政处罚

三年内无主要媒体的批评、投诉报道

有经过合适的主要媒体或消费者表扬的典型事例

积极配合工委、义务监督员对本企业的跟踪监督

向消费者印发诚信承诺宣传资料

申报单位填表人： 诚信办评分人：

（17分）

三年内所获
得的的荣誉
（16分）

上海市优秀住宅评选

资信等级

合同信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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