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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国际品牌战略研究中心、北京中际科信经济信息技术研究院提出，

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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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品牌建设工作不断取得进步，近年来成绩尤其显著。数据显示，中国品牌的成交额及品牌数量

同比增幅均出现了明显提升。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品牌的空间广度不断拓展。 

品牌是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代表着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升级方向。目前，为经济发

展提供持续动力，需要积极探索有效路径和方法，更好发挥品牌引领作用。为此，要大力实施“品牌基

础建设工程”，推行更高质量标准，加强标准制修订工作，提高相关产品和服务领域标准水平。 

本标准结合品牌影响力评价实践中的经验，从评价内容、评价指标、评价程序、评价应用与改进等

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特别是在评价指标部分，选取所有者信息、品牌竞争力、创新能力、质量先进、

消费满意、投资价值、社会效益、雇主能力、信用创建、公共关系管理能力 10 个一级指标以及下设若

干子指标，为各品牌影响力评价提供了有效指引。 

品牌的孵化与品牌影响力的提升是一个持续的阶段。本标准不仅注重品牌影响力评价，同时兼顾品

牌影响力培育。本标准可为致力于品牌影响力培育的相关方提供抓手，有助于全方位、多角度、分层级

进行品牌影响力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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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影响力评价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品牌影响力评价的总体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取值规则、评价流程、评价应用与评价

改进等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各行业企业、以及组织开展品牌影响力评价、管理和培育提升等相关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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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85-2021  品牌 术语  

SB/T 10761-2012  品牌管理专业人员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品牌  brand 

无形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名称、用语、符合、形象、标识、设计或其组合，用于区分产品、服务和

（或）实体，或兼而有之，能够在潜在受众中形成独特印象和联想，从而产生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价值。 

[来源：GB/T 39654-2020,3.1，有修改] 

3.2 

品牌所有者 brand owner 

拥有品牌（3.1）所有权及使用权的组织或自然人。 

3.3 

品牌影响力  brand influence 

品牌（3.1）在进入、占领相应产品、服务市场的能力，以及因此取得利润的能力。 

3.4  

品牌影响力评价  brand influence evaluation  

确立品牌影响力（3.2）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取值规则描述评价结果的过程。 

3.5  

品牌影响力培育  brand influence cultivation 

品牌所有者（3.2）为提升品牌影响力（3.3）所进行的一系列改进行为。 

3.6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1F5E2BB19E05397BE0A0AB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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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品牌 international brand  

进入、占领多个国家相应产品、服务市场的品牌（3.1）。 

3.7  

全国性品牌 national brand 

进入、占领全国相应产品、服务市场的品牌（3.1）。 

3.8  

地域性品牌 regional brand 

进入、占领某地区的相应产品、服务市场的品牌（3.1）。 

3.9  

品牌集群 brand cluster 

由两个及以上具有影响力的品牌（3.7）组成的品牌簇群。  

4 总体原则 

4.1 科学性 

评价指标设置应不交叉、不重复，指标及其层级设置应科学、合理，各项指标应相互协调构成有机

整体，每个指标应从不同角度反映品牌影响力情况。 

4.2 客观性 

评价指标设置，评价过程和结果应真实反映品牌影响力的实际状况。 

4.3 有效性 

评价指标应易于理解，便于数据信息的采集和处理，便于评价实施，进而保证评价结果有效。 

5 评价指标体系 

5.1 概述 

品牌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品牌所有者信息完备性、品牌竞争力、创新能力、质量先进性、消费

满意度、投资价值、社会贡献力、雇主能力、信用创建能力、公共关系管理能力等10个一级指标，每个

指标又细分评价指标构成。其中对于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选取可根据品牌所有者实际情况进行。 

5.2 品牌所有者信息完备性 

品牌所有者信息完备性指标构成如下： 

a） 工商信息。反映品牌所有者在中国境内各地工商局的注册和公示信息，下设工商信息、股东信

息2个三级指标； 

b） 经营信息。反映品牌所有者的主营或其他经营业务情况，下设盈利能力、财务报告、其他事项

信息披露3个三级指标。    

5.3 品牌竞争力 

品牌竞争力指标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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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品牌建设。反映品牌所有者在相应市场的盈利能力，下设品牌建设战略与机制、品牌文化与内

涵、品牌年龄与发展历程、品牌标识及应用、品牌建设投入5个三级指标； 

b）品牌保护。反映品牌所有者在保护品牌方面的能力，下设注册商标、著作权与知识产权、品牌

形象维护3个三级指标。  

c) 品牌知名度。反映品牌在相应市场的知名度，下设市场占有率、行业地位、市场营销能力创新

能力3个三级指标。 

5.4 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指标构成如下： 

a）技术研发。反映品牌所有者的技术研发能力，下设研发投入、研发机构、研发团队3个三级指标； 

b）产品创新。反映品牌所有者在产品创新方面的能力，下设自主研发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产品专利3个三级指标； 

c) 创新活力。反映品牌创新活力，下设发展战略及规划、专精特新2个三级指标。 

5.5 质量先进性 

质量先进性指标构成如下： 

a）质量管理。反映品牌所有者质量管理能力，下设质量管理制度与体系建设1个三级指标； 

b）质量能力。反映品牌所有者在产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能力，产品质量、工匠精神2个三级指标；

 c) 质量保障。反映品牌在保障产品质量方面的能力，下设质量检测、标准制定与执行、质量认证认可3

个三级指标。 

5.6 消费满意度 

消费满意度指标构成如下： 

a）服务机制。反映品牌所有者为消费者建立服务机制的情况，下设服务体系建设、服务保障能力

2个三级指标； 

b）客户关系。反映品牌对客户关系的关注度，下设3·15消费权益保护、客户关系维护与改进、客

户忠诚度3个三级指标； 

5.7 投资价值 

投资价值指标构成如下： 

a）股市情况。反映品牌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下设融资能力、投资能力2个三级指标； 

b）投资潜力。反映品牌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下设股权评估、价值评估、无形资产评估3个三级指

标； 

5.8 社会贡献力 

社会贡献力指标构成如下： 

a）可持续发展。反映品牌在生产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下设绿色发展、产业政策执行2个三级指

标； 

b）社会责任。反映品牌的社会责任，下设遵纪守法、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就业贡献、纳税额与纳

税增长情况4个三级指标； 

c) 公益活动参与。反映品牌的公益活动参与度，下设赈灾、慈善与爱心捐助等社会公益和乡村振

兴2个三级指标。 

5.9 雇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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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能力指标构成如下： 

a）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反映品牌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方面的能力，下设劳动关系管理、薪酬

制度、劳动权益保障、职业规划与发展、企业管理文化绿色发展、产业政策执行5个三级指标； 

b）员工忠诚度。反映企业员工的忠诚度，下设员工满意度1个三级指标； 

5.10 信用创建能力 

信用创建能力指标构成如下： 

a）诚信经营。反映品牌所有者的诚信经营情况，下设合同执行、违约情况2个三级指标； 

b）信用建设。反映品牌所有者的信用建设情况，下设信用等级评价、信誉报告2个三级指标； 

5.11 公共关系管理能力 

公共关系管理能力指标构成如下： 

a） 公共关系管理。反映品牌所有者的公共关系管理能力，下设政府关系、媒介关系、舆情监测、

投资者关系4个三级指标； 

b） 危机处理能力。反映品牌所有者的危机处理能力，下设品牌危机预警机制、突发事件处理能力

2个三级指标。 

6 取值规则 

6.1.1 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三级指标,由评价人员依据经验和证据确定指标值（见表1）。 

6.1.2 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由对应三级指标的指标值计算得出。 

 

表1 中国品牌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和取值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取值规则 

赋值依据 赋值范围 

品牌所有者信

息完备性 

500 

基本信息 

工商信息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判断其是否具备完善的营业

资质等工商信息； 0 分~100 分 

股东信息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判断其是否具备完善的股东

及出资信息； 0 分~100 分 

经营信息 

盈利能力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评估其盈利能力以及盈利能

力大小； 0 分~100 分 

财务报告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判断其是否发布符合事实的

财务报告； 0 分~100 分 

信息披露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判断其是否依

规、准确披露企业经营信息； 0 分~100 分 

品牌竞争力 

1500 
品牌建设 品牌建设战略与机制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判断其是否确定品牌建设战

略及机制； 0 分~1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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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文化与内涵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判断其是否具

备品牌文化与内涵； 0 分~150 分 

品牌年龄与发展历程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认定品牌年龄及发展历程； 0 分~150 分 

品牌标识及应用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认定是否确立有效的品牌标

识并进行应用； 0 分~150 分 

品牌建设投入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评估品牌建设投入能力； 0 分~150 分 

品牌保护 

注册商标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判断其是否拥

有合法、有效的注册商标； 0 分~150 分 

著作权与知识产权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判断其是否拥

有著作权与知识产权； 0 分~150 分 

品牌形象维护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判断其是否有

效、有力维护品牌形象； 0 分~150 分 

品牌知名度 

市场占有率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判断其行业地

位、行业排名等信息； 0 分~150 分 

市场营销能力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评估其宣传广告投入等市场

营销能力； 0 分~150 分 

创新能力 

1500 

技术研发 

研发投入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判断其是否拥有合法、有效

的注册商标； 0 分~200 分 

研发机构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认定其是否设

立研发机构； 0 分~200 分 

研发团队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评估其研发团队规模及能

力； 0 分~200 分 

研发成果 

自主研发能力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评估其自主研

发能力； 0 分~200 分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评估其科技成

果转化能力； 0 分~200 分 

产品专利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认定其是否拥

有合法、有效产品专利； 0 分~1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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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活力 

发展战略及规划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判断其是否确

立发展战略及规划； 0 分~150 分 

专精特新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评估其是专精

特新能力 0 分~200 分 

质量先进性 

1000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制度与体系

建设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判断其是否进行质量管理制

度与体系建设 0 分~150 分 

质量能力 

产品质量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评估其产品、

服务等的质量 0 分~200 分 

工匠精神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判断其是否具

备工匠精神 0 分~200 分 

质量保障 

质量检测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认定其是否进行质量检测 0 分~150 分 

标准制定与执行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评估其是标准

制定以及执行行为能力 0 分~150 分 

质量认证认可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认定其产品是

否通过质量认证认可 0 分~150 分 

消费满意度 

1000 

客户服务机制 

服务体系建设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判断其是否有建设消费服务

体系 0 分~200 分 

服务保障能力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评估其服务保

障能力 0 分~200 分 

客户关系 

3·15 消费权益保护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评估其消费权

益保护能力 0 分~200 分 

客户关系维护与改进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评估其客户关

系维护与改进效率与能力 0 分~200 分 

客户忠诚度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评估客户对于

品牌的忠诚度 0 分~200 分 

投资价值 

1000 
股市情况 融资能力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评估品牌主体

的融资能力 0 分~2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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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能力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评估品牌主体

的投资能力 0 分~200 分 

投资潜力 

股权评估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第三方佐证信息，评估品牌主

体股权价值高低 0 分~200 分 

价值评估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第三方佐证信息，评估品牌价

值的大小 0 分~200 分 

无形资产评估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第三方佐证信息，评估品牌价

值的大小 0 分~200 分 

社会贡献力 

1500 

可持续发展 

绿色发展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评估其绿色发展能力 0 分~200 分 

产业政策执行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评估其产业政策执行能力 0 分~200 分 

社会责任 

遵纪守法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认定其是否没

有违法行为 0 分~200 分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判断其是否确

立职业安全健康管理、无公害品

质管理等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0 分~200 分 

就业贡献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评估其就业贡献 0 分~200 分 

纳税额与纳税增长情

况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判断其纳税额与纳税增长情

况 0 分~200 分 

公益 

赈灾、慈善与爱心捐

助等社会公益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认定其是否开

展赈灾、慈善与爱心捐助等社会

公益 0 分~150 分 

 乡村振兴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判断其是否推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 0 分~150 分 

雇主能力 

1000 

人力资源管理

制度建设 

劳动关系管理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评估其劳动关系管理能力 0 分~200 分 

薪酬制度与劳动权益

保障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评估其薪酬制

度与劳动权益保障 0 分~200 分 

职业规划与发展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判断其是否有

效促进员工职业规划与发展 0 分~2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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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管理文化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判断其员工管理文化是否合

理 0 分~200 分 

员工忠诚度 员工满意度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评估员工满意

度 0 分~200 分 

信用创建能力 

500 

诚信经营 

合同执行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判断品牌合同

执行情况 0 分~100 分 

违约情况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判断其违约情

况 0 分~200 分 

信用建设 

信用等级评价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评估其信用等

级 0 分~100 分 

信誉报告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评估其信誉报

告情况 0 分~100 分 

公共关系管理

能力 500 

公共关系管理 

政府与媒介关系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评估其政府与媒介关系管理

能力 0 分~100 分 

舆情监测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评估其舆情监测能力 0 分~100 分 

投资者关系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评估其投资者关系管理能力 0 分~100 分 

危机处理能力 

品牌危机预警机制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

息，判断其是否设置合理、有效

的品牌危机预警机制 0 分~100 分 

突发事件处理能力 

通过查阅品牌主体的文件化信息

及其他佐证信息，评估其突发事

件处理能力 0 分~100 分 

 

7 评价流程 

7.1 制定评价方案 

7.1.1 明确评价对象和范围。评价对象为品牌主体所提供的品牌及其相关信息。 

7.1.2 确定评价人员。评价人员应具备相应资质和条件，拥有相关评价经验。 

7.1.3 确定评价方式。评价人员应以品牌主体提供的文件化信息为主，辅以第三方机构及其他佐证

信息为辅，依据表1《中国品牌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和取值规则》，通过计算公式对品牌影响

力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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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实施评价 

接受品牌主体提交的品牌相关信息，对相关信息进行判断、评估、认定，对相关指标进行赋值。 

7.3 评价结果 

 7.3.1 计算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按公式（1）计算： 

 𝑆 =∑𝑋𝑖

ℎ

𝑖=1

 ..............................................................................（1） 

式中： 

S——测评结果得分，0≤S≤4000； 

Xi——第i个一级指标的测评得分； 

h——所有一级指标的个数。 

 

Xi按公式（2）计算： 

式中： 

Yij——第i个一级指标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测评得分； 

n——第i个一级指标的二级指标总个数。 

 

Yij按公式（3）计算： 

 Yij =∑Zijk

m

k=1

 ...............................................................................（3） 

式中： 

Zijk——第i个一级指标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第k个三级指标测评得分； 

m——第i个一级指标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总个数。 

7.3.2 评价结果等级划分 

7.3.2.1概述 

评价结果依据二级指标得分、一级指标得分、总得分分为特点评价等级、专项评价等级、综合评价

等级。 

7.3.2.2 特点评价等级划分 

各级二级指标评价结果位于该指标总分的60%以下为“新锐”，位于该指标总分的60%（含）至70%

的为“先锋”，位于该指标总分的70%（含）至80%的为“优秀”，位于该指标总分的80%（含）至85%

的为“领先”，位于该指标总分的85%（含）至90%的为“卓越”，位于该指标总分的90%（含）至100%

的为“典范”。 

7.3.2.3 专项评价等级划分 

各级一级指标评价结果位于该指标总分的60%以下为“潜力级”，位于该指标总分的60%（含）至

70%的为“A级”，位于该指标总分的70%（含）至80%的为“AA级”，位于该指标总分的80%（含）

       Xi =∑Yij

n

j=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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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85%的为“AAA级”，位于该指标总分的85%（含）至90%的为“AAAA级”，位于该指标总分的90%

（含）至100%的为“AAAAA级”。 

7.3.2.4 综合评价等级划分 

所有一级指标得分结果位于总分的60%以下为“培育级”，位于该指标总分的60%（含）至70%的

为“一星”，位于该指标总分的70%（含）至80%的为“二星”，位于该指标总分的80%（含）至85%的

为“三星”，位于该指标总分的85%（含）至90%的为“四星”，位于该指标总分的90%（含）至100%

的为“五星”。 

7.4 撰写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应标准化、清晰化，应具备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品牌名称及品牌标志； 

——品牌主体信息； 

——评价结果及相关解释说明信息； 

——品牌影响力提升建议； 

——评价纠误时间； 

——评价有效日期； 

——评价机构信息及效力证明。 

8 评价应用与评价改进 

8.1 评价应用 

8.1.1 品牌主体可在评价有效日期内使用品牌评价报告进行宣传等应用行为。 

8.1.2 评价人员及所在机构应经过品牌主体授权后，依据机构需求进行评价宣传等应用行为。 

8.2 评价改进 

8.2.1 确定评价改进机制。建立评价人员专业职业建设机制，加强评价人员对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案的掌

握，并不断提高信度与效度，保障评价服务的专业，准确和先进性； 

8.2.2 通过问卷调查，信息网络，电话调查或面谈等方式，征求品牌主体意见，及时、妥善处理客户或

品牌主体的投诉或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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