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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标准项目奖提名书

项 目 名 称： T/NMB 7—2019《农业品牌评价规范》团体标准

第一完成单位： 内蒙古品牌促进会

提名单位/专家： 全国工商联

填 表 日 期： 2022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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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单位基本情况和提名理由

提名单位

名称
全国工商联 所在地

北京西城德胜

门西大街 70 号

通讯地址 北京西城德胜门西大街 70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联系人 吕菊萍 办公电话 01058050758 移动电话 18801185014

电子邮箱 gslfgc@sina.cn 传真 01058050588

提名理由：

一、标准相关技术内容和指标的创新性

该标准规定了农业品牌的术语和定义、品牌分类、评价原则、评价主体、

否决情形、评价内容、评价程序、评价方法、标识使用、动态管理，与中国农

业品牌目录制度的有关要求相吻合。

二、标准在国际国内、产业链上下游的应用情况

1.在内蒙古农牧业品牌评价活动中采用，并率先在内蒙古农牧业品牌

收录工作中应用实施。

2.在内蒙古民营经济领域标准化三年行动计划中应用实施。

三、标准实施效益，主要包括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情况，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方面取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该标准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国家质量兴农

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中

关于建立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的有关要求，针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

品牌和产品品牌，开展品牌评价，在推动企业形成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品牌化营销的现代农牧业发展格局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

四、标准产生的社会影响力
长期以来，由于农业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缺乏有影响力的区域品

牌，很多优质农产品处在“养在深闺人未识”、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的尴尬境

地。因此，该标准的应用实施，对促进农业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建立和完善“从田间到餐桌”的标准体系和可追溯体系，确保“农业

品牌”经得起消费者和市场检验，产生了极好的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对加

强政策扶持和引导、优化品牌发展环境、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品牌企业资

源集聚、鼓励企业采用培育、共建等方式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不断提高

农业质量效益和产品竞争力，也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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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基本信息（团体标准填写此页）

标准类型 团体标准

标准编号 T/NMB 7—2019

标准名称 农业品牌评价规范

标准所属领域 农业

标准发布时间 2019 年 8 月 8 日 标准实施时间 2019 年 8 月 15 日

标准发布单位 内蒙古品牌促进会 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在标准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公布
是 公布日期 2020 年 3 月 29 日

标准外文版 否 语种
英语 俄语 法语 日语

韩语 其他 （可多选）

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无 对应的国际标准号 无

主要起草单位 1.内蒙古品牌促进会

2.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3.内蒙古绿色与有机食品协会

……

主要起草人 1.刘珂

2.刘彦辰

3.林永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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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名标准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

标准项目名称 T/NMB 7—2019《农业品牌评价规范》

主要完成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1 内蒙古品牌促进会

2 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3

4

……

主要完成人

序号 姓名

1 刘珂

2 刘彦辰

3 林永亮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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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项目情况

1．标准项目简介

（请介绍标准项目基本情况，主要包括标准制定背景、主要技术内容、应用

及效益情况等，限 1500 字）

为贯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

意见》《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

品牌强农的意见》中关于建立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的有关要求，完善品牌发展

机制，塑强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大而优”大宗农产品品牌，创建“小而美”特

色农产品品牌，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品牌，加强老工艺、老字号、老品种

的保护与传承，培育具有强大包容性和中国特色的农业品牌文化，筑牢农业品牌

发展基础，构建农业品牌体系，提升农业品牌营销能力，内蒙古品牌促进会联合

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等单位共同制定了《农业品牌评价规范》团体

标准。

该标准规定了农业品牌的术语和定义、品牌分类、评价原则、评价主体、否

决情形、评价内容、评价程序、评价方法、标识使用、动态管理。

该标准既可以作为第三方品牌评价机构对农业品牌评价认定的依据，也可以

作为指导农业企业创建企业品牌和地方政府加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工

具书。

另外，农业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很多优质农产品处在“养在深闺人

未识”、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的尴尬境地。因此，该标准的实施，对确保“农业

品牌”经得起消费者和市场检验，加强政策扶持和引导、优化品牌发展环境、搭

建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品牌企业资源集聚、鼓励企业采用培育、共建等方式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产品竞争力，推动形成标准化生

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营销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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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评价（单选）

☑领先同类国际国内标

准水平

□达到同类国际国内标准

水平

□低于同类国际国内标

准水平

（请从标准所包含关键技术内容的技术水平在国际、国内所处的水平进行描

述，限 1500 字）

一、评价内容

1. 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按 T/NMB 1 团体标准规定的内容进行评价，相关技

术要求领先于 GB/T 27925 国家标准。

2.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从基本要素、区域条件、质量水平、品牌建设、品

牌影响、品牌创新、品牌责任 7个方面进行评价，达到了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

的有关要求，发布实施时，国际、国内还没有同类型标准。

二、评价程序

评价按照初审、核查、评审、公式、确认、颁发证书、存档的顺序进行，保

证了评价结果的公正性。

三、评价方法

农业品牌评价和评价结果标书按照 GB/T 27925 的规定进行。

四、标识使用

标识使用为创新性内容。

五、动态管理

动态管理借鉴中华老字号认定办法制定。



6

3．创新性

创新点（单选）

聚焦原始创新技术、集成创

新技术或重大瓶颈问题
聚焦关键共性技术

聚焦具体产品、服务、

工艺和管理创新

受表彰奖励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表彰奖励

时间

表 彰 奖 励 名

称
表彰奖励等级 表彰奖励部门

（1）

……

是否具有自主

核心技术或专

利

□是 ☑否

自主核心技术数量

序号 核心技术名称

（1）

……

标准必要专利数量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1）

……

（请从标准聚焦新技术、新问题，创新程度进行描述，限 1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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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化水平

是否基于其

主要技术内

容制定了相

应国际标准

（仅适用于

国内标准）

□是 ☑否

序号 制定的国际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1）

…….

是否被其他

国家采用

□是 ☑否

被采用的国家数量

序号 国家名称

（1）

…….

是否为在其

他国家注册

使用的国内

标准（国际

标准不适

用）

□是 ☑否

注册使用的国家数量

序号 国家名称

（1）

…….

（请从标准的国际化情况，以及被其他国家采用或海外应用情况进行描述，

限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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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放性

（请从标准制定程序和过程，以及国内外利益相关方参与情况进行描述，限

1000 字）

2019 年 6 月 27 日，根据《内蒙古品牌促进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内蒙古

品牌促进会将《农业品牌评价规范》纳入了 2019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立项计划，

随即征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内蒙古品牌促进会、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协会、内蒙古绿色与有机食品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等单位作为利益相关方，

共同参与了起草工作，并于 7月 5日形成了标准初稿。经过征求意见、专家评审

等环节，该标准于 2019 年 8 月 8 日发布，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正式实施。

6．实施方式

是 否 被

法 律 法

规 、 政

策 文 件

引用

☑是 □否

序号 文件名称

（1）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关于开展内蒙古农牧业品牌目录收

集登录工作的通知》（内农牧市发〔2020〕10 号）

（2）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市场监管局、发改委、财政厅关于

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领域标准化提升行动方案（2021

—2023 年）》的通知（内联发〔2021〕26 号）

（3）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印发《2022 年民营经济领

域标准化工作重点任务》的通知（内联发〔2022〕13 号）

（请从标准宣贯实施的形式，标准被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引用或在认证认可、检

验检测、招投标和政府采购中的使用情况进行描述，限 1000 字）

1.2020 年 2 月 24 日，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和

农业农村部关于建立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的有关要求，结合内蒙古自治区推进

实施“蒙字号”品牌提升行动计划，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内蒙

古农牧业品牌目录收集登录工作的通知》，要求针对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

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制定农牧业品牌评价标准，并与农牧业相关领域标准协调配

套，分类实施。

2.2021 年 8 月 26 日，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市场监管局、发改委、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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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领域标准化提升行动方案（2021—2023 年）》

（内联发〔2021〕26 号），要求大力推介符合市场和创新需求的团体标准，使

团体标准在政府职能“放管服”、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中起到积极作

用；要按照 GB/T 27925《商业企业品牌评价与企业文化建设指南》国家标准，

结合《品牌评价认定规范》团体标准进行品牌创建试点示范活动，强化民营企业

标准化意识，提升民营企业品牌标准化，积极开展对标、达标、提标活动，推动

民营企业构建科学有效的管理标准，促进企业规范经营，鼓励、引导和规范工商

联所属商会开展团体标准化工作，助力民营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2.2022 年 4 月 14 日，内蒙古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印发《2022 年民营经济领

域标准化工作重点任务》，要求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领域标准化提升行

动方案（2021—2023 年）》（内联发〔2022〕13 号），开展品牌标准化对标达

标试点活动，并推动《品牌评价》团体标准在产业政策制定、行政管理、政府采

购、社会管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招投标等工作中的应用实施。

7．实施后取得的效益

7.1 经济效益

（请从标准主要应用单位近 5 年应用本标准所取得的经济效益情况和计算

方法进行描述，限 1000 字）

7.2 社会效益

（请从标准实施后在社会责任、社会评价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社会效益情况

进行详细描述，限 1000 字）

从调研数据分析，参与品牌评价的农牧业企业，标准化生产、绿色生产、品

牌营销能力大幅度提高，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诚信度、社会影响力全

方位提升，经济责任、生态保护和社会责任意识显著增强，机制创新、科技创新、

组织创新成效显著。

7.3 生态效益

（请从标准实施后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等方面的生态效益情况进行详细描

述，限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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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内蒙古品牌促进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150000502703873X

排名 1 所在地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通讯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海拉尔东路海东 1 号 B1 号楼 8 层 809 室

联系人 刘彦辰 办公电话 0471-6924667 移动电话 13015207778

电子邮箱 ibpa@nmbrand.com

对本标准项目的贡献：（限 500 字）

从标准起草人员和标准制定工作经费上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

声明：本单位遵守《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本次提名的具体要求，

保证所有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单位（盖章）：内蒙古品牌促进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协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150000502707049W

排名 2 所在地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通讯地址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街 70 号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 924 室

联系人 林永亮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347100798

电子邮箱 Lyl123282@sohu.com

对本标准项目的贡献：（限 500 字）

派专人全程参与该标准的起草。

声明：本单位遵守《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本次提名的具体要求，

保证所有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单位（盖章）：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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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刘珂 性别 女

排名 1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证件号码 150103199010131169

职称 高级品牌管理师

高级电子商务师

职务 内蒙古品牌促进会 会长助理

内蒙古商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副秘书长

电子邮箱 nmb@nmbrand.com 办公电话 0471-4599695

移动电话 17704715297 通讯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海拉尔东路海东

1 号 B1 号楼 8 层 809 室

对本标准项目的主要贡献：（限 500 字）

全面主持标准的制定工作。

声明：本人遵守《中国标准创新

贡献奖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本

次提名的具体要求，保证所有提交

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意承

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本人签名：

2022 年 5 月 23 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真实有效，如有虚

假，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单位（盖章）：内蒙古品牌促进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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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刘彦辰 性别 男

排名 2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证件号码 150102196112034036

职称 高级品牌管理师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师

职务 内蒙古品牌促进会 会长

内蒙古商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秘书长

电子邮箱 ibpa@nmbrand.com 办公电话 0471-6924667

移动电话 13015207778 通讯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海拉尔东路海东

1 号 B1 号楼 8 层 809 室

对本标准项目的主要贡献：（限 500 字）

全程参与标准的制定、协调工作。

声明：本人遵守《中国标准创新

贡献奖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本

次提名的具体要求，保证所有提交

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意承

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本人签名：

2022 年 5 月 23 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真实有效，如有虚

假，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单位（盖章）：内蒙古品牌促进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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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林永亮 性别 男

排名 3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证件号码 150104195512211036

职称 高级经济师 职务 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执行会长

内蒙古商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电子邮箱 Lyl123282@sohu.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347100798 通讯地址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街 70 号内蒙古

自治区农牧厅 924 室

对本标准项目的主要贡献：（限 500 字）

全程参与标准的起草。

声明：本人遵守《中国标准创新

贡献奖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本

次提名的具体要求，保证所有提交

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意承

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本人签名：

2022 年 5 月 23 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真实有效，如有虚假，

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愿意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单位（盖章）：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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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清单
序号 附件类型 附件名称

1 正式标准文本 T/NMB 7—2019《农业品牌评价规范》

2 标准技术水平的证明材料

3 标准创新性的证明材料

4 受表彰奖励情况的证明

5 标准国际化水平证明材料

6 知识产权情况证明材料

7 标准开放性证明材料

8 标准实施情况的证明 1.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关于开展

内蒙古农牧业品牌目录收集登录工作的

通知》（内农牧市发〔2020〕10 号）

2.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市场监管

局、发改委、财政厅关于印发《内蒙古

自治区民营经济领域标准化提升行动方

案（2021—2023 年）》的通知（内联

发〔2021〕26 号）

3.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关

于印发《2022 年民营经济领域标准化

工作重点任务》的通知（内联发〔2022〕

13 号）

9 标准实施产生效益证明

10 其他证明材料 T/NMB 7—2019《农业品牌评价规范》

公布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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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传的证明材料

附件 1

正式标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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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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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标准实施情况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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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其它证明材料

一、T/NMB 7—2019《农业品牌评价规范》公布日期证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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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单位公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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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提名书封面

1. “编号”：无需填写，由系统自动生成；

2. “项目名称”：单项标准以“标准编号《标准名称》”命名；分部分标准打包后以

“主标准编号《主标准名称》等 X 项标准”命名；

3. “提名单位/专家”：由提名单位提名时填写提名单位名称，由提名专家提名时填

写全部提名专家的名字，并用“、”隔开。

二、标准基本信息

1. 根据被提名的标准类型选择对应的表格填写；

2. 所属领域按中国标准分类号（一级分类号）填写；

3. 所有关于标准的信息必须与标准封面、前言、正文等内容保持一致；

4. 标准信息的字母大小写、字符全角/半角等与标准原文一致；

5. 对于单项标准，“被提名标准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表中的主要完成

单位和主要完成人应当与标准文本所列主要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顺序一致。

6. 对于分部分标准：

1) 填写顺序为第一的部分标准默认为被提名标准项目的主标准；

2) 根据排名计算规则形成被提名标准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并填入“被

提名标准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表格中；

7. 同一项标准不允许多次提名；

8. 主要完成单位、完成人主动或因其他原因放弃被提名的，应当由相关单位、个人出

具放弃声明，不允许顺次递补。

三、标准项目情况

请用准确的数据和案例进行说明标准项目情况。

1. 标准项目简介：介绍标准项目基本情况，限 1500 字；

2. 技术水平：请从标准所包含主要内容的技术水平在国际、国内所处的水平进行描述，

限 1500 字；

3. 创新性：请从标准聚焦新技术、新问题，创新程度进行描述，限 1500 字；

4. 国际化水平：请从标准的国际化情况，以及被其他国家采用或海外应用情况进行描

述，限 1000 字；

5. 开放性：请从标准制定程序和过程，以及国内外利益相关方参与情况进行描述，限

1000 字；

6. 实施方式：请从标准宣贯实施的形式，标准被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引用或在认证认

可、检验检测、招投标和政府采购中的使用情况进行描述，限 1000 字；

7. 实施后取得的效益：请从标准实施取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分别进行

描述，各限 1000 字。

四、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1. 主要完成单位的名称和排名应与“被提名标准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

表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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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在“对本标准项目的贡献”一栏中，写明完成单位对项目做出的主要贡献，限

500 字；在“声明”处需在单位盖章处加盖单位公章；

3. 可增页添加主要完成单位。

五、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1. 主要完成人的姓名和排名应与“被提名标准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表

格一致；

2. 应在“对本标准项目的主要贡献”一栏中，写明主要完成人对项目做出的主要贡献，

限 500 字；在“声明”处需本人签名并在单位盖章处加盖公章；

3. 可增页添加主要完成人。

六、附件清单

附件清单在上传附件后由系统自动生成，应按下列顺序上传：

1. 正式标准文本

2. 标准技术水平的证明材料

3. 标准创新性的证明材料

4. 受表彰奖励情况的证明

5. 标准国际化水平证明材料

6. 知识产权情况证明材料

7. 标准开放性证明材料

8. 标准实施情况的证明

9. 标准实施产生效益证明

10. 其他证明材料

请根据实际填报信息按照顺序依次上传附件证明材料，所有上传文件都应是 PDF 文档，

每个文档大小不超过 2M。如单一附件类型包含多个附件，请依次添加。

七、上传的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可包括：正式标准文本、标准技术水平证明材料、标准创新性证明材料、受表

彰奖励情况证明、标准国际化水平证明材料、知识产权情况证明材料、标准开放性证明材料、

标准实施情况证明、标准实施产生效益证明以及其他证明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1. 正式标准文本：标准文本应当上传全文。上传标准文本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

地方标准应是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文本。国际标准应是正式出版物。团体标准和企业

标准应是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或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声明公开的

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提交的文本应包含在平台公开的界面和在平台公布的标准文

本全文。

2. 标准技术水平的证明材料：可以是能证明该标准技术在国内外所处水平的标准审查

结论或其他视同审查结论的证明文件等。

3. 标准创新性的证明材料：可以是第三方出具的证明该标准创新性程度的证明文件。

4. 受表彰奖励情况的证明：应与前面所填写表彰奖励的清单保持一致。应提交受表彰

获奖的证书等证明材料。

5. 标准国际化水平证明材料：可以是相关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的证明文件材料，或被

其他国家采用或在当地注册使用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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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知识产权情况证明材料：应与前面所填写知识产权证明的清单保持一致。应提交标

准中的关键技术获得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或软件著作权的证

书。

7. 标准开放性证明：可以是能够证明其程序公开、过程透明且国内外利益相关方参与

的标准编制说明或意见汇总处理表。

8. 标准实施情况的证明：包括标准实施者出具的标准在全国、地区、行业、领域内实

施情况的证明；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发布部门出具的标准被法律法规、国家政策性

文件引用的情况证明；标准实施者出具的标准被应用于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纳入

政府采购或招投标的证明；标准发布外文版的证明等。

9. 标准实施产生效益的证明：标准实施者提供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证明。

10. 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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