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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团体标准研究与实践研讨会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召开 

 

2019 年 8 月 1 日至 2 日，由中国标准化杂志社、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院、中国计

量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团体标准研究与实践研讨会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召开。中国贸促

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受邀与来自全国团体标准相关领域的各界代表 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此次研讨会以团体标准为主题，专家学者围绕着团体标准，从团体标准的科学性和

规范性要求、团体标准制定的正当程序要求、政府对团体标准的监管和引导、社会团体

的法律责任问题、团体标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标准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等多项具体

问题进行研讨。  

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院院长贾双文、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原副总工王平、中国美国商

会标准委员会主席刘斐、中国家用电器检测所副所长苏涛、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刘

春青、中国计量大学教授陶丽琴、中关村华清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秘书长戴石锋、

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副秘书长曹伟、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技术部主任詹达天分别在会

上作主题演讲。 

9位专家分别聚焦国际国外标准化组织治理机制和运作方式、团体标准法律问题、

团体标准版权制度设计、团体标准涉及专利处置以及团体标准立足市场需求实践创新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和介绍，提出建立团体标准召回制度，以公开、透明、协商一致和

可申诉为原则构建团体标准运行机制，联盟标准拥有充分法律依据，团体标准涉及专利

可视情况进行不同处置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见解，让参会代表视野大开。 

研讨会还为 2019 年度团体标准研究与实践优秀论文作者颁发了证书。其中，一等

奖 2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12 名。由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撰写的论文《群团

组织开展团体标准化工作的探索——以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为例》获得三等奖。 

 

《以人为本的企业家精神指南》国际标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2019年 8月 5日上午，由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与中国标准化协会服务贸易分

会联合举办的《以人为本的企业家精神指南》国际标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研讨会

邀请到了韩国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创新经济部主席、韩国政府新南方政策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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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小企业理事会（ICSB）原主席（2015-2016）、韩国天主教大学教授 Kim, Ki-Chan，

韩国科学技术院教授 Zong-Tae Bae，以人为本企业家精神研究院院长 Sung-Sang Lee； 

以人为本企业家精神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John Laurence。来自国内标准化机构、高校

及企业的近 30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

员会秘书长姚歆主持并做了

“《以人为本的企业家精神

指南》国际标准背景介绍”

为题的开题演讲。以中国尚

书文化里的企业家，日语汉

字的起业家和韩语的创业家

概念引申出了《以人为本的

企业家精神指南》国际标准

项目的推进历程，研究背景，

概念及深远意义，这一引经据典的精彩介绍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并重点讲解了 IWA的有

关项目要求。韩方研究团队代表 Kim教授介绍了以人为本的企业家精神指南相关事项；

Zong-Tae Bae 针对该标准制定的理论背景进行详细介绍，并提出相应的指导建议；

Sung-Sang Lee 院长也在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概念上做了独到的阐释。中国贸促会商业行

业委员会标准工作部部长助理柴金艳、上海杉达学院讲师沈建军作为中方研究团队代表

针对研究成果以及与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对比研究为大家进行了精彩的分享。 

“民为企本，本固企宁”。在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理念指引下，研究和制定《以人

为本的企业家精神》标准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据悉，中国贸促

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将在下半年进一步整合资源，联合中外相关机构共同推进该标准的国

际研讨会协议（International workshop agreement）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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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秘书长姚歆担任 

ISO/TC 260(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委员会联络代表 

 

2019年 8月 6日，国际标

准化组织共享经济技术委员会

（ISO/TC 324）发布第 51号文

件（ISO/TC 324 N51），公布关

于联络 ISO/TC 260(人力资源管

理)的委员会内部投票结果。该

文件显示，从 2019年 7月 8日

至 2019年 8月 5日投票期间，

共有 18个国家参与投票。其中，

13个国家投赞成票，包括阿根廷、奥地利、巴巴多斯、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意

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瑞士和美国；5个国家投弃权票，包括丹麦、德国、爱尔

兰、牙买加和南非。根据投票结果，决议通过 ISO/TC 324（共享经济）与 ISO/TC 2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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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管理)建立联络关系，并任命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秘书长姚歆担任联络代

表。 

据悉，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委员会（ISO/TC 260）2019年年会将于

2019年 9月 5日至 6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标准工作部赴沧州市调研 

 

2019年 8月 8日下午，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标准工作部副部长乔珍珍、部长

助理魏敏赴沧州市分别对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沧州千益红酒业有限公司进行调研。

沧州市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志辉和沧州千益红酒业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王云英、经理侯海霞等人予以热情招待。 

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是专业生产塑料包装材

料的厂家，位于河北省沧

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其公司集研发、生产、

销售于一体，目前产品主

要为 PVC 、 PP 、 PS 、 

PET 塑胶片材及板材，涉

及食品、医药、电子、服

装、化妆品等多个领域，还可按客户要求生产其它特种规格的产品，如灭火器、无折白

片、高透超透片、永久抗静电片、导电片、各色色片、金银片、 双色片等，能满足客

户的不同需求，其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华北市场的 70%以上。在交谈过程中李志辉董事

长表示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希望把企业的产品优势转化为更高层次的竞争优

势，通过建立高要求的产品标准更好的引领塑料包装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更好的对接

国外市场，扩大产品品牌影响力。 

沧州千益红酒业有限公司始建于 2015年，依托当地地方特色资源（沧州金丝小枣），

发展地方产业，走“公司+农户+基地”之路，生产广大消费者喜爱的高附加值原生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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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饮品——千益红牌金丝枣果酒。王云英董事长介绍该产品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沧州金丝小枣）为主要原料，以马齿苋、葛根、山楂等药食同源物质为辅料，利用自

主研发创新的工艺和技术（全程低温控制，关键工序由 GMP净化和高端设备控制）萃取

发酵而成，使得原辅材料本身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并留于酒中。侯海霞经理表示作为沧

州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他们始终把产品品质和质量放在第一位，致力于将千益红

品牌打造成河北名牌，中国名牌，更期待能借助贸促会的力量将产品能送出国门，实现

企业百年传承。下一步，企业将把视角放到标准化领域，通过标准将其成熟的工艺流程、

制作工艺进行推广，用软实力铸造企业硬品牌。 

据悉，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促进中小企业

转型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引导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

化发展之路，提升专业化能力和水平。在《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指导

意见》（工信部企业〔2013〕264号）的基础上，2018年印发《关于开展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企业函〔2018〕381

号），拟培育一大批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促进

中小企业提高发展质量。中国

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下一

步将以“标准”为抓手，深入

各类“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进行调研，为企业提供专

业化标准服务，帮助企业更好

树立企业品牌。 

 

 

商事调解系列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2019年 8月 13日下午，商事调解系列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

研讨会是由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和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牵头组织。来自北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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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河北、山东、苏州、长沙、重庆、

东莞等省市的调解中心和知名律师事

务所，以及北京联合大学和苏州大学等

高校的 20位行业专家出席了会议。 

我国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和战

略机遇期，商事贸易领域矛盾突发，建

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商事

纠纷的妥善处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完善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标

志之一是各种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相互

促进、协调发展，共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目前我国商事纠纷解决机制而言，主

要由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构成，在商事调解的优势还不为商事主体所熟悉的情况下，

目前诉讼和仲裁是商事纠纷解决的主要渠道。随着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加剧，

仲裁潜力不断被挖掘，商事调解在解决商事纠纷方面将发挥其独特优势和作用，这不仅

是拓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路径，也是健全我国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 

会议中，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秘书长姚歆对商事调解系列团体标准的制定背

景进行了介绍，强调了标准制定的重要意义，并阐述了提升为国际标准的工作路径和规

划。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副秘书长王芳对中国在 8月 7日刚刚签署的《新加坡调解公约》

做了详细报告，参会代表对此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商事调解系列团体标准目前主要在研《商事调解服务规范》和《商事调解人员专业

能力要求》两项标准

的起草工作。经过会

议讨论，与会代表正

式决议成立 7 个标准

起草工作小组，各小

组确定了召集人和起

草成员，并承担相应

的起草任务分工。该

项目预期于今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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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广泛征求反馈意见。 

 

《展览会主（承）办机构经营服务规范》行业标准 

起草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2019年 8月 14日下

午，《展览会主（承）办

机构经营服务规范》行业

标准起草工作研讨会在

北京召开。此次研讨会由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

员会秘书长姚歆主持，来

自北京，广州、深圳、福

建、湖南、广西等省市的

会展产业商协会、知名展

览公司和有关标准化研究机构的 30多位参会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中，姚歆秘书长对《展览会主（承）办机构经营服务规范》行业标准的起草背

景进行了介绍，并强调标准制定应与应用宣贯相结合，在起草阶段做好项目长远规划；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学术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陈泽炎指出，行业标准可以帮助展览企

业找到参照物，通过对标检查从而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与此同时也体现了标准的价值

所在。建议该标准的制定方向侧重于服务规范内容，淡化对于 “经营”的规范要求。

北京圣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沙克仲肯定了未来该行业标准的发布对展览业实操

工作以及开展展览培训和相关教育的积极意义和重要影响；谊和永邦（北京）会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韩晓虹指出，标准起草过程中应考虑宏观层面的政策指导与微观层面的企业

实践相结合，这将有利于该行业标准未来的推广工作。此外，广州会展产业商会、深圳

市会展产业协会、湖南省会议展览业协会等多家行业商协会的领导也对此标准制定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经过会议讨论，与会成员一致同意成立 6个标准起草小组，各小组确定

了召集人和起草成员，并承担相应的起草任务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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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会主（承）办机构经营服务规范》行业标准是由商务部办公厅于 2018年 7

月下达的流通行业标准项目，标准起草工作由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负责牵头组

织，并将由商务部正式颁布实施。该标准预期于今年 11月形成标准征集意见稿，面向

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服务标准宣贯与诚信管理体系团体标准化等工作 

纳入 2019 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 

 

2019年 8月 14日，商务部、中宣部、中央网信办和

中国贸促会等 18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商务部等 18部

门关于开展 2019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的通知》（商

秩函[2019]453号），正式启动 2019年“诚信兴商宣传月”

活动，旨在加强诚信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诚实守信意识，

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优化营商环境。今年是“诚信兴

商宣传月”活动连续开展的第 15 年，活动主题是“弘扬

诚信理念 促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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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建议，由中国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报送，服务标准

宣贯与诚信管理体系团体标准化等工作纳入 2019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商务部

等 18部门关于开展 2019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的通知》（商秩函[2019]453号）明

确如下要求： 

诚信赢未来”主题宣传活动。贸促会总结、提炼和推广诚信经营典型经验。面向服

务贸易企业开展服务标准宣传。发布诚信管理体系系列团体标准，重点在跨境电子商务

和服务贸易领域推动企业建立诚信管理体系。 

 

 

阿里巴巴国际标准化研究院来访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2019 年 8 月 15 日上午，全国电子商务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阿里巴

巴国际标准化研究院院长邵新华和阿里巴巴国际标准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杨炳军来访中

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围绕电子商务标准化，多项国际标准联合参与等内容开展业

务交流。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秘书长姚歆，标准工作部副部长乔珍珍，部长助理

柴金艳等人参加此次会议。 

姚歆秘书长首先简要介

绍了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

员会的单位背景，以及在标

准化工作上的独特优势和专

业特长。凭借广泛的国际联

络渠道和灵活的信息工作机

制，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

员会已在共享经济、以人为

本的企业家精神、管理咨询、

组织治理等多项国际标准中

深入参与标准制定工作，并

且未来会加大对国际标准项目的投入。在国内电子商务标准化领域，积极关注并参与全

国电子商务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3）的工作，对于电子商务和跨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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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案例。 

邵新华院长具体谈到在电子商务、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标准城市联盟等方面的国际

标准化工作经验，同时对阿里巴巴国际标准化研究院当前的主要业务工作做了简介。 

双方围绕“新技术、新领域、新商业模式”进行了重点讨论，在社交电商、未来社

区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标准等项目上初步达成合作共识，表示共同联手推进国际标准化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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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讯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标准工作部 2019 年 8 月份工作简讯 
 

8 月 1 日，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发布的《会议型酒店服务规范 会议服务》

（T/CCPITCSC 026-2019）和《酒店收益管理人员职业能力要求》（T/CCPITCSC 027-2019）

两项团体标准正式实施，两项新标准为酒店业提供卓越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 

8月 14日，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标准工作部部长助理柴金艳出席由中国检验

认证集团测试技术有限公司组织的《跨境电子商务 产品溯源信息管理规范》（项目编号：

20173548-T-469）国家标准送审稿的审查会以及“全国电子商务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跨境电子商务质量管理标准体系”专家论证会。 

8月 19日下午，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秘书长姚歆、标准工作部副部长乔珍珍

和副主任科员崔宁赴美团点评集团开展调研工作。 

8月 28日下午，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秘书长姚歆和标准工作部副部长乔珍珍

赴中国标准化协会参加第 16届中国标准化论坛筹备工作协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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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标准化工作简介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称“中国贸促会”）是党中央领导的群团组织和国务

院领导同志联系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是党和政府联系经贸界人士、企业、团体的重要

纽带，是境内外工商界开展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是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服务对

外工作大局的重要力量。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是中国贸促会直属的 23 个行业贸促机构之一，同时使

用“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Y11000004000030839。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重点面向服务业和消费品领域开展工作，内设办公室、财务

部、会员部、会展部、标准工作部和教育培训部等 6 个工作部门。 

作为国家级标准化服务业试点单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承担中国标准化协

会服务贸易分会秘书处，担任标准化信息共享战略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同时担任国际标

准化组织电子业务（ISO/TC 154）、管理咨询（ISO/PC 280）、合作商业关系管理（ISO/TC 

286）、机构治理（ISO/TC 309）和共享经济（ISO/TC 324）技术（项目）委员会委员单

位以及全国电子业务（SAC/TC 83）、项目管理（SAC/TC 343）、批发与零售市场（SAC/TC 

438）、品牌评价（SAC/TC 532）和电子商务质量管理（SAC/TC 563）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委员单位。此外，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还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

（ISO/TC 260）、合作商业关系管理（ISO/TC 286）和机构治理（ISO/TC 309）技术委员

会的联络代表单位。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具备立项、发布全国性团体标准的资质，团体标准代号

为 T/CCPITCSC；与地方贸促机构合作设立中小企业标准化服务中心；为有关企业和机

构提供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的服务，开展相关标准的宣

贯、推广、应用实施与第三方评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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