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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菲、陈文浩、张增英、詹一峰、郭晓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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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创新示范基地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标准创新示范基地的要求、评价内容和评分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标准创新示范基地的评价，为各类组织创建标准创新示范基地提供指引。 

2 术语、定义与缩略语 

下列术语、定义与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标准创新示范基地 

指积极开展标准创新，在实践标准化工作上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能够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

以标准化助推创新技术和产品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体现创新性、示范性、可推广性的各类组织、

服务平台及孵化器等。 

3 评价内容和条件要求 

3.1 基本条件 

3.1.1 在深圳市注册（登记或依法设立）的组织，制度健全，经营和信用状况良好。 

3.1.2 近 2 年内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环境污染、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等

事故，未引起重大群体性事件，社会形象良好。 

3.2 资源要求 

3.2.1 基础设施 

3.2.1.1 具有开展标准化活动的场所，如办公室、资料室、会议室、展厅等。 

3.2.1.2 具有开展标准化活动的必要设备、设施。 

3.2.2 组织要求 

3.2.2.1 遵守标准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并将标准化工作纳入组织的发展规划和计划。 

3.2.2.2 设有相应的标准化职能部门或岗位。 

3.2.3 人员队伍 

3.2.3.1 具有一支结构合理、稳步发展的标准化人才队伍。 

3.2.3.2 重视标准化人才的培养。 



SZDB/Z 301—2018 

2 

3.2.4 经费支持 

3.2.4.1 有专门的年度预算支撑标准化工作的正常开展。 

3.2.4.2 标准化经费使用规范。 

3.3 示范性要求 

3.3.1 企业示范要求 

3.3.1.1 标准研制能力 

主导或参与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或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3.3.1.2 标准化推进机制 

企业应有完善的标准化推进机制，严格执行相关标准。 

3.3.1.3 技术创新基础 

企业应有完善的技术创新制度及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且研发投入稳定。 

3.3.1.4 科技成果标准化 

企业的科技成果标准化取得较好的发展或进步。 

3.3.1.5 在国内外标准化组织的影响力 

企业积极参与国内外标准化组织的活动，并在其中担任相关职务。 

3.3.1.6 信息服务 

3.3.1.6.1 线上服务。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通过建立便于查询、开放的信息系统提供服务。 

3.3.1.6.2 线下服务。通过开展各种标准化主题的参观、考察、访问、调研等活动提供服务。 

3.3.2 其他组织示范要求 

3.3.2.1 标准研制能力 

主导或参与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或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3.3.2.2 标准化服务机制 

组织应有完善的标准化服务机制，严格执行相关标准。 

3.3.2.3 标准化培训 

提供标准化专业人才培养服务。培训内容如：标准化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标准化基础知识、重要

的标准实施宣贯等。 

3.3.2.4 标准体系建设 

提供科学合理的标准体系建设服务。服务事项如：标准体系建设需求分析、现状调研及对比分析、

标准体系框架搭建及专家论证、编制标准明细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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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5 标准实施评价 

提供标准实施评价服务。服务事项如：标准实施计划制定、标准宣贯、专家技术指导、标准实施效

果评价等。 

3.3.2.6 标准化咨询 

提供标准化咨询服务。服务事项如：规划需求分析、实地调研、规划起草、意见征求、专家论证、

标准申报立项、标准起草、标准研讨、标准审定报批、奖励补助申报等。 

3.3.2.7 标准组织运作 

服务其他组织参与国内外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分技术委员会（SC）/工作组（WG）/标准

联盟的申请、成立及运营。 

3.3.2.8 其他标准化服务 

技术性贸易壁垒咨询/市场准入服务。服务事项如：市场准入规则指引、市场准入信息服务、标准

指标对比分析。 

3.3.2.9 信息服务 

3.3.2.9.1 线上服务。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通过建立便于查询、开放的信息系统提供服务。 

3.3.2.9.2 线下服务。通过开展各种标准化主题的参观、考察、访问、调研等活动提供服务。 

4 评价程序 

4.1 申报 

4.1.1 采取自愿申报的原则。 

4.1.2 申报组织应提供真实有效的材料。 

4.1.3 填写《标准创新示范基地评价申报表》（见附录 A），并按照细则（见附录 B）进行自评，提交

申报表、自评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申报。 

4.2 评价 

4.2.1 评价组织机构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成立评价专家组，评价专家组由标准化、经济或科技领域内的有关专家组成，

人数不少于 5 人。 

4.2.2 评价方法 

4.2.2.1 专家组各专家依据《标准创新示范基地评分细则》（附录 B）独立评分，所有专家去除最高

分、最低分后，各专家的平均分为最终得分，并形成评价结论，填写《标准创新示范基地评价结论表》

（附录 C）。 

4.2.2.2 标准创新示范基地评定满分为 100 分，得分 80 分（含）以上评定为“标准创新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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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标准创新示范基地评价申报表 

 

 

 

 

 

 

 

 

标准创新示范基地评价申报表 

 

 

 

 

 

 

 

           组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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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省）市    区 

组织类型  成立时间  

所属行业  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办公地址  组织网址  

标准化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邮箱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前一年  
标准化资金支出 

（万元） 

 

前一年  

前两年  前两年  

前三年  前三年  

知识产权 

（个） 

专利数  

标准化资金收入 

（万元） 

前一年  

版权数  前两年  

软件著作权  前三年  

制（修）订标准数量（申报前 3 年综合） 

年份 国际 国内 行业 地方 团体 

前一年      

前两年      

前三年      

自我评价报告  (另附) 

申请组织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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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标准创新示范基地评分细则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得分 备注

1.资

源要

求

（30

分） 

1.1 基

础设施

（6

分） 

1.1.1 具有适

合开展标准化

活动的场所，

如办公室、资

料室、会议室、

展厅等 

3 

可提供专门的场所从事标准化活动（3 分）； 

   可提供场所从事标准化活动（1-2 分）； 

无法提供场所从事标准化活动（0 分）。 

1.1.2 具有开

展标准化活动

的必要设备、

设施 

3 

具备开展标准化活动的设施设备齐全，能较好

地支撑标准化活动的正常开展（3 分）； 

    
组织具备开展标准化活动的必要设施设备，可

以支撑标准化活动的正常开展（1-2 分）； 

标准化活动的设施设备不足，影响工作正常开

展（0 分）。 

1.2 组

织要求

（10

分） 

1.2.1 遵守标

准化法律法规

和规章制度，

并将标准化工

作纳入组织的

发展规划和计

划 

6 

遵守标准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将标准化工

作纳入组织的发展规划和计划，并完成良好

（5-6 分）； 

    

组织遵守标准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将标准

化工作纳入本组织的发展规划和计划，但执行

一般（3-4 分）； 

组织遵守标准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将标准

化工作纳入本组织的发展规划和计划，未有执

行（1-2 分）；  

未有纳入发展规划和计划（0 分）。 

1.2.2 设有相

应的标准化职

能部门或岗位 

4 

组织设有相应完善合理的标准化职能部门或岗

位（3-4 分）；  

    
组织设有相应标准化职能部门或岗位，但不够

完善合理（1-2 分）； 

组织没有设立相应的标准化职能部门或岗位（0

分）。 

1.3 人

员队伍

（6

分） 

1.3.1 具有一

支结构合理、

稳步发展的标

准化人才队伍 

3 

员工队伍中有1个及以上标准化高级工程师或3

个及以上标准化中级工程师（3 分）； 

    
员工队伍中有1个及以上标准化中级工程师或3

个及以上标准化初级工程师（2 分）； 

员工队伍中有 1 个及以上标准化初级工程师（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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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得分 备注

员工队伍中没有标准化专业人员（0分）。 

1.3.2 重视标

准化人才的培

养。 

3 

标准化人才数量持续增长（3 分）； 

    标准化人才数量基本稳定（1-2 分）； 

标准化人才数量下降（0分）。 

1.4 经

费支持

（8

分） 

1.4.1 有专门

的年度预算支

撑年度标准化

工作的正常开

展。 

5 

年度标准化经费预算充足较好地支持当年度标

准化工作的开展（4-5 分）； 

    

年度标准化经费预算基本满足当年度标准化工

作的正常开展（2-3 分）； 

年度标准化经费预算不足以支持当年度标准化

工作的正常开展（1 分）； 

无年度标准化经费预算（0 分）。 

1.4.2 标准化

经费使用规

范。  

3 

标准化经费收支明细清晰，台账记录完备（2-3

分）；  
    

标准化经费收支明细不清晰，台账记录不完备

（0-1 分）。 

2.示

范性

要求

（70

分） 

2.1 企

业示范

要求

（70

分） 

2.1.1 标准研

制能力 

6 

主导过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在起草单位中

排名前三（5-6 分）； 

    
参与过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3-4 分）； 

参与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处于立项在研阶

段（1-2 分）； 

未参与过相关工作（0 分）。 

5 

主导过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在起草单位中

排名前三（5分）； 

  
 

参与过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3-4 分）； 

参与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处于立项在研阶

段（1-2 分）； 

未参与过相关工作（0 分）。 

4 

主导过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在起草单位中

排名前三（4分）； 

  
 

参与过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2-3 分）； 

参与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处于立项在研阶

段（1 分）； 

未参与过相关工作（0 分）。 

4 

主导过地方或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在起草

单位中排名前三（4 分）； 

  
 

参与过地方或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2-3 分）； 

参与地方或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处于立项

在研阶段（1分）； 

未参与过相关工作（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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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得分 备注

2.1.2 标准化

推进机制 
3 

企业标准化推进机制完善（3 分）； 

  
企业有标准化推进机制但不够完善（1-2 分）； 

企业无标准化推进机制。（0 分） 

2.1.3 技术创

新基础 

5 

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完善（5 分）； 

    企业有技术创新制度但不够完善（1-3 分）； 

企业无技术创新制度。（0 分）； 

5 

年度内企业研发投入稳定并足够支撑企业的战

略发展（4-5 分）； 

  
 

企业有研发投入经费但不足以支撑企业的发展

（1-3 分）； 

没有研发投入经费（0 分）。 

4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 分）； 

  

  

  

  

市级高新技术企业（2 分）； 

非高新技术企业（0 分）。 

3 
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数量并每年持续增加（3 分）； 

  
 企业拥有一定数量的知识产权（0-2 分）。 

5 

技术创新方面获得国际或国家级奖项的（5 分）； 

  
 

技术创新获得省级奖项的（3 分）； 

技术创新获得市级奖项的（2 分）； 

未获得奖项的（0 分）。 

2.1.4 科技成

果标准化 
6 

企业科技成果标准化能力强，被确认为研发与

标准化同步示范企业（6分）； 

    建立科技成果标准化转化机制并运行良好（1-4

分）； 

科技成果没有进行标准化转化（0 分）。 

2.1.5 企业在

国内外标准化

组织中具有影

响力 

5 

企业员工在国内外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

/分技术委员会（SC）/工作组（WG）/标准联盟

等组织中担任相关职务并积极参与相关活动；

（4-5 分） 
   

积极参与国内外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

分技术委员会（SC）/工作组（WG）/标准联盟

等组织的活动；（1-3 分） 

未参与相关活动（0 分） 

2.1.6 信息服

务 

3 

建立了各种便于查询或者可开放的信息渠道，

可用于信息传播、服务等（1-3 分）; 
  

 

未建立（0 分）。 

3 
向社会普及标准化专业知识或者企业开展标准

化活动的经验做法且年更新条数在 8 条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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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得分 备注

（3 分）； 

向社会普及标准化专业知识或者企业开展标准

化活动的经验做法且年更新条数在 5 条及以上

（2 分）； 
  

向社会普及标准化专业知识或者企业开展标准

化活动的经验做法且年更新条数在 3 条及以上

（1 分）； 
  

向社会普及标准化专业知识或者企业开展标准

化活动的经验做法且年更新条数在 3 条以下（0

分）。 
  

4 

积极组织并开展标准化相关活动，年举行主题

标准化活动或重大标准化普及活动 3 次以上、

或标准化普及活动 4 次以上（4 分）； 

  
 

积极组织并开展标准化相关活动，年举行主题

标准化活动或重大标准化普及活动 2 次以上、

或标准化普及活动 3 次以上（3 分）； 
  

积极组织并开展标准化相关活动，年举行主题

标准化活动或重大标准化普及活动 1 次以上、

或标准化普及活动 2 次以上（2 分）； 
  

积极组织并开展标准化相关活动，每年举行标

准化普及活动 1 次以上（1 分）；   

没有活动（0）。 

5 

参加活动的人数在 150 人次以上或年均参加人

数增长 8%以上的（5 分）； 
  

 

参加活动的人数在 100 人次以上或年均参加人

数增长 5%以上的（3-4 分）；   

参加活动的人数在 50人次以上或年均参加人数

增长 3%以上的（1-2 分）；   

未达到的（0分）。 

2.2 其

他组织

示范要

求（70

分） 

2.2.1 标准研

制能力 

6 

主导过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在起草单位中

排名前三（5-6 分）；   

参与过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3-4 分）； 

参与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处于立项在研阶

段（1-2 分）；   

未参与过相关工作（0 分）。 

5 

主导过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在起草单位中

排名前三（5分）；   

参与过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3-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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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得分 备注

参与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处于立项在研阶

段（1-2 分）；   

未参与过相关工作（0 分）。 

4 

主导过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在起草单位中

排名前三（4分）；   

参与过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2-3 分）； 

参与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处于立项在研阶

段（1 分）；   

未参与过相关工作（0 分）。 

4 

主导过地方或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在起草

单位中排名前三（4 分）；   

参与过地方或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2-3 分）； 

参与地方或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处于立项

在研阶段（1分）；   

未参与过相关工作（0 分）。 

2.2.2 组织有

良好的标准化

服务机制。 

3 

组织标准化服务制度完善（3 分）； 

  

 

组织有标准化服务但不够完善（1-2 分）； 

组织无标准化服务。（0分） 

2.2.3 标准化

培训 
6 

年培训人数 300 人次以上（5-6 分）； 

 

年培训人数 150 人次以上（3-4 分）； 

年培训人数 50 人次以上（1-2 分）； 

未达到（0 分）。 

2.2.4 标准体

系建设 
6 

年服务组织 3 家次以上（6 分）； 

 

年服务组织 2 家次以上（4 分）； 

年服务组织 1 家次以上（2 分）； 

未开展（0 分）。 

2.2.5 标准实

施评价 
6 

年服务组织 3 家次以上（6 分）； 

 

年服务组织 2 家次以上（4 分）； 

年服务组织 1 家次以上（2 分）； 

未开展（0 分）。 

2.2.6 标准化

咨询 
6 

年服务组织 5 家次以上（5-6 分）； 

 

年服务组织 3 家次以上（3-4 分）； 

年服务组织 1 家次以上（1-2 分）； 

未开展（0 分）。 

2.2.7 标准组

织运作 
6 

曾主导提供标准组织运作服务（4-6 分） 

 
曾参与提供标准组织运作服务（1-3 分） 

未开展（0 分）。 

2.2.8 其他标 1 有开展其他标准化服务的（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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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得分 备注

准化服务 未开展（0 分）。 

2.2.9 信息服

务 

3 

建立了各种便于查询或者可开放的信息渠道，

可用于信息传播、服务等（1-3 分）;   

  

未建立（0 分）。 

3 

向社会普及标准化专业知识或者企业开展标准

化活动的经验做法且年更新条数在 8 条及以上

（3 分）； 

 

向社会普及标准化专业知识或者企业开展标准

化活动的经验做法且年更新条数在 5 条及以上

（2 分）； 

向社会普及标准化专业知识或者企业开展标准

化活动的经验做法且年更新条数在 3 条及以上

（1 分）； 

向社会普及标准化专业知识或者企业开展标准

化活动的经验做法且年更新条数在 3 条以下（0

分）。 

4 

积极组织并开展标准化相关活动，年举行主题

标准化活动或重大标准化普及活动 3 次以上、

或标准化普及活动 4 次以上（4 分）； 

  

  

  

积极组织并开展标准化相关活动，年举行主题

标准化活动或重大标准化普及活动 2 次以上、

或标准化普及活动 3 次以上（3 分）； 

积极组织并开展标准化相关活动，年举行主题

标准化活动或重大标准化普及活动 1 次以上、

或标准化普及活动 2 次以上（2 分）； 

积极组织并开展标准化相关活动，每年举行标

准化普及活动 1 次以上（1 分）； 

没有活动（0）。 

5 

参加活动的人数在 150 人次以上或年均参加人

数增长 8%以上的（5 分）； 

  

参加活动的人数在 100 人次以上或年均参加人

数增长 5%以上的（3 分）； 

参加活动的人数在 50人次以上或年均参加人数

增长 3%以上的（1 分）； 

未达到的（0分）。 

  总分 100 总得分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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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标准创新示范基地评价结论表 

受评价组织  组织负责人  职务  

评价日期  评价得分  

建议改进项  

评审专家组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