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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DB37/T 2541.1－2014《山东名牌产品评价 第一部分：通则》、DB37/T 2541.2－2014

《山东名牌产品评价 第二部分：评分指南》，与DB37/T 2541－2014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申报要求、质量水平、创新发展、社会责任”具体包含指标内容；

——增加了“社会效益”认定内容；

本标准由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

本标准由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省质量评价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孟晓红、李韶南、夏英、夏冬、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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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名牌产品认定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山东名牌产品认定的术语和定义、认定原则、申报要求、认定程序、认定内容、认定

指标及分值、计分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名牌产品认定，也可作为山东名牌产品培育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山东名牌认定管理办法》（鲁质监质发〔2015〕38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山东名牌产品

根据《山东名牌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和条件，认定的山东省辖区内企业生产的质量水平高、

市场占有率和顾客满意度高、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有发展前景的产品。

3.2

组织认定机构

受政府职能部门委托，具备政府采购资质的第三方质量技术中介机构，组织对申报山东名牌产品进

行认定。

3.3

品牌认定工具箱

对山东名牌产品认定指标中可量化的指标进行自动计分认定系统。

4 认定原则

以企业为主体自愿申请，以政府推动、引导、监督为保证，以社会第三方组织科学、规范、公开认

定为原则。

5 申报要求

申报产品及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

a) 属于山东名牌产品认定范围；

b)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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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企业在山东省内注册成立三年以上；

d) 拥有注册商标，且在有效期内，范围涵盖申报产品；

e) 申报产品连续生产三年以上，且近三年申报企业生产的所有产品在各级质量监督检查中均为合格；

f) 企业近三年内无重大质量、安全、环保责任事故；

g) 申报产品具有行业领先的生产技术条件、工艺装备及检测能力；

h) 企业管理体系健全并有效运行；

i) 申报产品采用有效的标准组织生产，并自我声明；

j) 主动向社会发布企业质量信用报告；

k) 符合《山东名牌认定管理办法》的其它有关要求。

6 认定程序

山东名牌产品认定程序，主要包括材料申报、材料初审、经济指标公示、资格审查、品牌认定工具

箱及专家认定、顾客意见调查、名单公示等步骤，具体流程详见图所示。

图 1 山东名牌产品认定程序

主管机构组织制定并公布认定范围

材料受理及初审

品牌认定工具箱评分

公布

资格审查

现场验证

经济指标公示

专家认定

提出现场验证产品名单

汇总统计并提报拟认定名单

企业自愿申报

主管机构及有关部门审议

名单公示

顾客意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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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认定内容

7.1 质量水平

质量水平包括：

——实物质量水平；

——检测能力；

——标准化水平；

——管理体系建设；

——先进质量管理制度、方法和工具的使用和推广；

——质量保证人员。

7.2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包括：

——专利情况；

——技术中心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重点实验室或示范实验室；

——高新技术企业；

——科学技术奖励；

——院士（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7.3 品牌水平

品牌发展包括：

——中国驰名商标、山东省著名商标；

——山东名牌产品；

——国家、省、市质量奖项。

7.4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包括：

——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

——循环经济；

——公益支持。

7.5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包括：

——销售量；

——销售额；

——利润总额；

——资产总额；

——总产值；

——纳税总额。

7.6 企业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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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综合能力包括：

——企业生产能力、质量保证能力及人员素质；

——企业工艺装备水平及创新与发展能力；

——申报产品质量水平及品牌发展；

——企业效益水平及社会责任。

8 认定指标及认定分值

山东名牌产品认定指标分为三级，具体指标及分值详见附录A和附录B。

9 认定方法

9.1 品牌认定工具箱打分

使用品牌认定工具箱对申报产品可量化的认定指标进行自动认定。

9.2 专家认定打分

9.2.1 由受委托的名牌认定机构组织各行业专家，按认定范围分别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认定，专家认

定分值为专家组的平均分数值。

9.2.2 专家认定过程中若出现异议，由受委托的名牌认定机构再组织专家进行复核审议。

9.3 汇总统计

依据品牌认定工具箱评分和专家认定合计分值，满分共计1000分。计算方法见附录B.2。

9.4 顾客意见调查

对部分消费类产品进行顾客意见调查，由受委托的名牌组织认定机构提出需调查企业名单并组织实

施。

9.5 现场验证

对部分涉及环保、人身安全、及专家认定阶段有异议的产品进行现场验证，由受委托名牌组织认定

机构提出名单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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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山东名牌产品认定指标及打分方法

表 A.1 山东名牌产品认定指标及认定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认定方法

质量水平

（210 分）

实物质量水平

（20 分）

※产品认证 10

企业申请国家授权机构发放的与产品有关的认证，每通过一项得 5

分，满分 10 分。

注：此认证为产品自愿性认证，不含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产品检验 10 提供申报产品的有效检验报告，得 10 分。

检测能力

（20 分）
※实验室认可 20 申报企业检测试验室取得国家实验室认可证书得 20 分。

标准化水平

（30 分）

※企业参与标准

化情况
30

建立完善的企业标准体系，得10分。

国际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员单位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得 20分；

承担国家专业标准化技术标准委员会秘书处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得 10 分；承担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或参与制

定地方标准得5分。

注：有多项的取最高值，最高不超过30分。只对标准已出版的

企业得分。

管理体系建设

（70 分）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
10 取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得 10 分。

※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
15 取得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得 15 分。

※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
15 取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得 15 分。

※能源管理体系

认证
10 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得 10 分。

※测量管理体系

认证(AAA)
20 取得测量管理体系认证(AAA)得 20 分。

质量管理

（35 分）

先进质量管理制

度、方法和工具

的使用和推广

35
推广卓越绩效、六西格玛、过程管理、持续开展质量改进、精益生

产等模式、工具、方法，并有效运行。注：每项 5分，满分 35分。

质量保证人员

（35 分）

※国家注册质量

工程师人数
20

取得国家注册质量工程师资格并被企业正式聘用的，中级职称每人

得 5 分，初级职称每人得 3 分，满分 20 分。

※首席质量官 15 实行首席质量官制度得 15 分。



DB37/T 2541－2017

6

表 A.1 山东名牌产品认定指标及认定方法（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认定方法

技术创新

（190 分）

※申报产品获专利情况 50

获得与申报产品相关的发明专利得 30分；

获得与申报产品相关的实用新型专利每项得 10分；

获得与申报产品相关的外观设计专利每项得 10分;

注：最高不超过50分。

※获企业技术中心或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荣誉
40

获国家级技术中心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得 40分；

获省级技术中心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得 30分；

获市级技术中心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得 20分。

※获高新技术企业荣誉 30 获高新技术企业荣誉得 30分;

※科学技术奖励 40

获国家级政府部门颁发的科学技术奖得 40分；

获省级政府部门颁发的科学技术奖得 30分；

获市级政府部门颁发的科学技术奖得 10分。

注：累计不超过40分。

※院士（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30
拥有院士工作站得 30分；

拥有博士后工作站得 20分。

品牌水平

（80分）

※商标 20
申报品牌获中国驰名商标得 20分；

申报品牌获省著名商标得 10分。

※山东名牌产品 10 申报产品曾获山东名牌得 10分。

※国家、省、市质量奖项 50

获中国质量奖得 50分；

获全国质量奖、山东省省长质量奖得 40分；

获市长质量奖得 20分。

注：有多项荣誉的取最高值。

社会效益

（40分）

※安全生产 10

获得安全生产、职业健康、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利用资源、保护

环境先进单位或个人，每项国家级得 10分，省级得 5分。
※环境保护 10

※循环经济 10

※社会责任 10
企业主动发布质量信用报告或社会责任报告，优秀报告每项 10 分，

满分 10分。

经济效益

（80分）

※申报产品总销售额 40 按附录 B中 B.1 计算得分。

※申报企业纳税总额 40 按附录 B中 B.1 计算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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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山东名牌产品认定指标及认定方法（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认定方法

企业综合

能力

（400 分）

企业生产能力、质量保证能力

及人员素质情况
100

企业规模、企业行业地位；

标准化水平；

检测能力；

人才培养；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得分。

企业工艺装备水平及创新与

发展能力情况
100

采用的生产技术和主要装备；

采用的主要新工艺、新技术和装备的创新性、独特性；

关键技术、特色、技术创新；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得分。

申报产品质量水平及品牌

发展情况
100

产品执行标准、现行标准与行业实物质量先进水平对比；

市场占有率；

品牌建设及品牌创新情况；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得分。

企业效益水平及社会责任 100

企业经济效益；

社会公益事业；

符合社会发展趋势；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得分。

注：标有※为品牌认定工具箱计分指标，非标※为专家认定计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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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山东名牌产品经济指标计分方法

B.1 经济效益认定指标公式

经济效益类指标分值按近三年得分权重分配，权重为0.2、0.3、0.5，即对近三年数据按权重计算

得分后求和，计算出每个企业实际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hahahaY nnnnnn   5.0max3.0max2.0max 112233
....... (B.1)

式中：

an-3 ——第n-3申报产品的申报值；

maxn-3 ——第n-3年申报产品所在认定范围最大值；

an-2 ——第n-2申报产品的申报值；

maxn-2 ——第n-2年申报产品所在认定范围最大值；

an-1 ——第n-1申报产品的申报值；

maxn-1 ——第n-1年申报产品所在认定范围最大值；

h ——被打分项的满分分值。

B.2 认定总得分

认定总得分为品牌认定工具箱打分与专家认定计分之和。计算公式如下：

RGV  ...............................................................(B.2)

式中：

V ——认定总得分；

G ——品牌认定工具箱打分；

R ——专家认定得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CS
	WXFLH
	c3
	c4
	StdNo0
	StdNo2
	fm
	ICS 03.120.20
	A 00
	DB37
	山东省地方标准
	DB37/T 2541－2017
	代替DB37/T 2541.1－2014，DB37/T 2541.2－2014
	山东名牌产品认定规范
	2017-04-27发布
	2017-05-01实施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布
	BKML
	目  次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认定原则
	5　申报要求
	6　认定程序
	7　认定内容
	8　认定指标及认定分值
	9　认定方法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山东名牌产品
	附录B （规范性附录）　山东名牌产品
	BKQY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DB37/T 2541.1－2014《山东名牌产品评价  第一部分：通则》、DB37/T 
	修改了“申报要求、质量水平、创新发展、社会责任”具体包含指标内容；
	增加了“社会效益”认定内容；
	本标准由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
	本标准由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省质量评价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孟晓红、李韶南、夏英、夏冬、邓强。
	StandardName
	OLE_LINK2
	山东名牌产品认定规范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山东名牌产品认定的术语和定义、认定原则、申报要求、认定程序、认定内容、认定指标及分值、计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名牌产品认定，也可作为山东名牌产品培育的依据。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
	《山东名牌认定管理办法》（鲁质监质发〔2015〕38号）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山东名牌产品
	根据《山东名牌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和条件，认定的山东省辖区内企业生产的质量水平高、市场占有率和顾
	组织认定机构
	受政府职能部门委托，具备政府采购资质的第三方质量技术中介机构，组织对申报山东名牌产品进行认定。
	品牌认定工具箱
	对山东名牌产品认定指标中可量化的指标进行自动计分认定系统。
	认定原则
	以企业为主体自愿申请，以政府推动、引导、监督为保证，以社会第三方组织科学、规范、公开认定为原则。
	申报要求
	申报产品及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
	属于山东名牌产品认定范围；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的规定；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企业在山东省内注册成立三年以上；
	拥有注册商标，且在有效期内，范围涵盖申报产品；
	申报产品连续生产三年以上，且近三年申报企业生产的所有产品在各级质量监督检查中均为合格；
	企业近三年内无重大质量、安全、环保责任事故；
	申报产品具有行业领先的生产技术条件、工艺装备及检测能力；
	企业管理体系健全并有效运行；
	申报产品采用有效的标准组织生产，并自我声明；
	主动向社会发布企业质量信用报告；
	符合《山东名牌认定管理办法》的其它有关要求。
	认定程序
	山东名牌产品认定程序，主要包括材料申报、材料初审、经济指标公示、资格审查、品牌认定工具箱及专家认定、
	山东名牌产品认定程序
	认定内容
	质量水平
	质量水平包括：
	实物质量水平；
	检测能力；
	标准化水平；
	管理体系建设；
	先进质量管理制度、方法和工具的使用和推广；
	质量保证人员。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包括：
	专利情况；
	技术中心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重点实验室或示范实验室；
	高新技术企业；
	科学技术奖励；
	院士（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品牌水平
	品牌发展包括：
	中国驰名商标、山东省著名商标；
	山东名牌产品；
	国家、省、市质量奖项。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包括：
	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
	循环经济；
	公益支持。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包括：
	销售量；
	销售额；
	利润总额；
	资产总额；
	总产值；
	纳税总额。
	企业综合能力
	企业综合能力包括：
	企业生产能力、质量保证能力及人员素质；
	企业工艺装备水平及创新与发展能力；
	申报产品质量水平及品牌发展；
	企业效益水平及社会责任。 
	认定指标及认定分值
	山东名牌产品认定指标分为三级，具体指标及分值详见附录A和附录B。
	认定方法
	品牌认定工具箱打分
	使用品牌认定工具箱对申报产品可量化的认定指标进行自动认定。
	专家认定打分
	由受委托的名牌认定机构组织各行业专家，按认定范围分别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认定，专家认定分值为专家组的平
	专家认定过程中若出现异议，由受委托的名牌认定机构再组织专家进行复核审议。 
	汇总统计
	依据品牌认定工具箱评分和专家认定合计分值，满分共计1000分。计算方法见附录B.2。
	顾客意见调查
	对部分消费类产品进行顾客意见调查，由受委托的名牌组织认定机构提出需调查企业名单并组织实施。
	现场验证
	对部分涉及环保、人身安全、及专家认定阶段有异议的产品进行现场验证，由受委托名牌组织认定机构提出名单并
	（规范性附录）山东名牌产品认定指标及打分方法
	山东名牌产品认定指标及认定方法
	此认证为产品自愿性认证，不含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有多项的取最高值，最高不超过30分。只对标准已出版的企业得分。
	表A.1  山东名牌产品认定指标及认定方法（续表）
	最高不超过50分。
	累计不超过40分。
	有多项荣誉的取最高值。
	表A.1  山东名牌产品认定指标及认定方法（续表）
	标有※为品牌认定工具箱计分指标，非标※为专家认定计分指标。
	（规范性附录）山东名牌产品经济指标计分方法
	经济效益认定指标公式
	经济效益类指标分值按近三年得分权重分配，权重为0.2、0.3、0.5，即对近三年数据按权重计算得分后
	(
	式中：
	an-3   ——第n-3申报产品的申报值；
	maxn-3 ——第n-3年申报产品所在认定范围最大值；
	an-2   ——第n-2申报产品的申报值；
	maxn-2 ——第n-2年申报产品所在认定范围最大值；
	an-1   ——第n-1申报产品的申报值；
	maxn-1 ——第n-1年申报产品所在认定范围最大值；
	h      ——被打分项的满分分值。
	认定总得分
	认定总得分为品牌认定工具箱打分与专家认定计分之和。计算公式如下：
	             (
	式中：
	V ——认定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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