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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DB34/T 3456 《制造业高端品牌企业培育》分为 2 部分： 

——第 1 部分：培育指南； 

——第 2 部分：评价规范。 

本部分为 DB34/T 3456 的第 2 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安徽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龚治国、曹静、赵杰、祝小艳、王小燕、吴倩、凌梦雅、詹莎、王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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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安徽省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制造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2017 年，安

徽省政府出台《关于印发支持制造强省建设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53 号），支持推动高端

制造业，支持制造企业做大做强。2018年，《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

进质量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皖发〔2018〕30号)中，明确要求“权威发布安徽品牌排行榜。搭建品牌

展示、推介公共服务平台，推出一批安徽知名品牌”。制造业高端品牌企业培育是推动供需结构优化升

级、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促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的重要举措，因此特提出制定制造业高端品牌

企业培育系列标准，旨在通过高端品牌企业的建设和培育，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形成较强的品牌影

响力和辐射力。 

本部分在《制造业高端品牌企业培育 第1部分：培育指南》（DB34/T 3456.1—2019）的基础上，

给出了制造业高端品牌培育评价的基本原则、基本条件、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为全省范围内制造业高

端品牌企业培育的评价提供实施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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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高端品牌企业培育  第 2 部分：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制造业高端品牌企业培育评价的基本原则、基本条件、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制造业高端品牌企业培育的评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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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9185  品牌价值 术语 

GB/T 29186  品牌价值 要素 

GB/T 29187  品牌评价 品牌价值评价要求 

DB34/T 3456.1—2019  制造业高端品牌企业培育 第 1 部分：培育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185 和 GB/T 29186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跨国化指数  transnationalityindex 

企业海外经营活动的经济强度。 

4 评价基本原则 

4.1 科学性 

评价内容、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科学、合理，评价过程公开、规范。 

4.2 系统性 

各评价指标构成一个可系统反映高端品牌企业培育过程的完整体系。 

4.3 有效性 

评价数据真实可信，具有代表性和时效性。 

5 评价基本条件 

制造业高端品牌企业培育的评价基本条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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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内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并且连续生产三年以上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的规定，企业近三年内无重大质量、安全、环

保、卫生责任事故； 

——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至少获得一项发明专利； 

——企业拥有自主品牌商标所有权或国外注册商标，且在有效期内； 

——企业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且在有效期内； 

——企业及其法人代表近三年在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中无不良信用记录； 

——企业主导产品的生产规模及经济效益在国内市场处于前列。 

6 评价指标 

6.1 制造业高端品牌企业培育的评价指标包括以下内容： 

——品牌战略和方针； 

——品牌培育的实现； 

——品牌传递与推广； 

——品牌维护。 

6.2 评价指标项及说明见附录 A。 

7 评价方法 

应按照附录A 设置制造业高端品牌企业培育的各项评价指标的分值，并应按照附录B 给出的方法计

算各项指标得分以及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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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制造业高端品牌企业培育评价指标 

制造业高端品牌企业培育评价指标见表A.1。 

表A.1 制造业高端品牌企业培育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品牌战略

和方针 

(100分) 

制定要求 

(40分) 
/ 品牌战略和方针的制定情况 

品牌定位 

(40分) 
/ 企业品牌定位及调整情况 

品牌设计 

(20分) 
/ 品牌名称、标识、包装、色彩、宣传语等品牌元素的设计情况 

品牌培育

的实现 

（520分） 

资源保障 

(60分) 

人力资源（15分） 企业品牌培育的人力投入情况 

财务资源（15分） 企业品牌培育的财务投入情况 

自然资源（15分） 企业品牌培育的自然资源投入情况 

知识、信息和技术 

（15分） 
企业品牌培育的知识信息与技术投入情况 

质量管理 

(180分) 

标准（60分） 

企业承担省级及以上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委员）情况； 

标准（国际、国外先进、国家、行业、地方、团体标准等）制定

情况； 

产品执行标准水平；企业标准体系建设及运行情况 

认证（20分） 企业获得行业及产品特有认证、管理体系认证等情况 

检验检测（50分） 

企业检测实验室认证情况； 

产品自检及第三方检测情况； 

关键检测设备水平及有效运行情况、设备运行维护记录的完整度

质量管理能力（50分）
企业采用的质量管理模式的适宜性、充分性、有效性及推广情况；

企业在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 

创新 

(130分) 

技术创新（80分） 

技术机构建设：省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和院士（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立及

运行情况； 

人才：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重； 

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科研项目：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应用范围内产生的经济效益

及社会效益； 

科技奖励：国家级专利奖励获得情况、省级及以上科技奖励（科

技进步奖、国家标准创新贡献奖）等获得情况 

管理创新（50分） 
企业管理创新的内容（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制度、新的管

理模式、新的服务理念等）、应用推广情况及所取得的效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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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品牌培育

的实现 

（520分） 

可持续发展 

（100 分） 
/ 

近三年销售利润率 

近三年流动资产周转率 

主营业务收入三年平均增长率 

近三年资产保值增值率 

品牌价值评价 

（50分） 
/ 

企业依据相关国家标准开展品牌价值测算情况； 

或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年度品牌价值测算结果 

品牌传递

与推广 

(180分) 

品牌文化 

（40） 

品牌内涵（20分） 在品牌文化中提炼并清晰表达品牌重要、独特价值的情况 

品牌历史（20分） 
主导品牌商标注册年限； 

品牌历史发展及品牌故事等 

品牌传播 

(100分) 

品牌传播投入(30分)
品牌宣传推广经费投入； 

品牌宣传推广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 

品牌荣誉（70分） 

在质量、品牌等方面获得的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授予的荣誉 

（如：政府质量奖、中国工业大奖、制造业单项冠军、质量标杆、

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等） 

品牌国际化 

(40分) 

跨国化指数（30分）
境外资产占总资产之比、境外销售收入占总销售之比以及国外雇

员数量占总雇员之比三个比值的平均值 

自主品牌国际市场开

拓情况（10分） 
在国外设立子公司和分公司的情况 

品牌维护 

(200分) 

品牌监测 

(20分) 
/ 依据品牌监测指标和内容开展品牌监测的情况 

品牌更新 

(20分) 
/ 对品牌形象、品牌定位、产品及其包装等进行更新的情况 

品牌延伸 

（20分） 
/ 品牌延伸策略制定及实施情况 

品牌保护 

(60分) 

资产保护（30分） 品牌资产保护措施制定及实施情况 

风险管理（30分） 
企业对品牌维护的风险识别、评估与监控情况； 

风险预案制定及响应情况 

信用与责任 

（80分） 

信用（40分） 
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信用报告发布情况； 

产品质量保证、售后服务及产品召回等情况 

社会责任（40分） 

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情况；职业健康、安全生产、清洁生产、节能

环保等认证证书获得情况（证书在有效期内）； 

企业在诚信经营、社会公益、环境保护、劳动者保护、消费者权

益、股东权益等社会责任方面的履行情况或奖励获得情况(省级及

以上政府部门授予) 

总分 10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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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制造业高端品牌企业培育评价方法 

B.1 指标计算公式 

B.1.1 依据三年数据评价得分的指标 

所有涉及依据三年数据评价得分的指标，按照加权求和方式计算得分。计算公式见(B.1)： 

 3 2 10.2 0.3 0.5n n nY s s s        …………………………….(B.1) 

式中： 

Y ——指标得分； 

3ns  ——企业第 3n  年度得分； 

2ns  ——企业第 2n  年度得分； 

1ns  ——企业第 1n  年度得分。 

注：该类指标包括三级指标“持续发展能力”和“跨国化指数”。 

B.1.2 根据同类参评企业指标数值排序评分的指标 

所有依据指标数值大小评价得分的指标，计算公式见(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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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S —— 指标得分； 

D ——该项指标满分分值； 

a——参评企业该指标数据； 

maxa ——同类参评企业该指标数据最大值。 

注：该类指标包括三级指标“品牌价值评价”和“品牌传播投入”。 

B.1.3 其他指标 

除 B.1.1 和 B.1.2 以外的指标，参照 DB34/T 3456.1—2019 和附录A “指标说明”，根据企业实

际工作完成程度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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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总得分计算公式 

见（B.1）。 

M=Q+R+C+P…………..……………………………………（B.3） 

式中： 

M ——企业总得分； 

Q ——品牌战略和方针得分； 

R ——品牌培育的实现得分； 

C ——品牌传递与推广得分； 

P ——品牌维护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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