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认定标准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认定标准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认定标准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认定标准    
说明： 

本认定标准根据推进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管理工作的整体思路，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

开展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培育认定工作的通知》（国知办发协字[2014]10 号）、《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培育指南》以及《专

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手册》等文件及相关材料内容编制而成。标准涵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及运行情况、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能力

提升情况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升情况及工作成效等方面内容。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基本指标（100 分）、加分指标（10 分）和减

分指标（-10 分）三部分，最高分为 110 分。其中，基本指标包括 3项一级指标，12 项二级指标和 30 项三级指标；加分指标包括 1项

一级指标，1项二级指标和 2项三级指标；减分指标包括 1项一级指标，2项二级指标和 2项三级指标。 

基本指标（100 分） 

一级指标 

（3项） 

二级指标 

（12 项） 
序号 

三级指标 

（30 项） 

分

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1 
相关协议签

订情况 
3 

市场主办方是否与市场所在地的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签订了《知识

产权保护合作协议》 

市场主办方与市场所在地的知识产权管理部

门签订了《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的，得 2

分；按协议内容接受指导的，得 1分；共 3

分。 

2 
相关承诺书

签订情况 
2 

市场主办方是否与商户签订了

《经营商户知识产权承诺书》或

类似协议、条款 

市场主办方与商户签订《经营商户知识产权

承诺书》或类似协议、条款的，得 2分。 

3 

《市场知识

产权保护办

法》制定情况 

2 

市场主办方是否制定了《市场知

识产权保护办法》，或在已有管

理规章中完善知识产权相关内容 

市场主办方制定了本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办法

等整体规章，或及时收集、整理知识产权相

关管理制度，形成工作办法或指引，或在已

有管理规章中完善知识产权相关内容的，得 2

分。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保护体系保护体系保护体系

建立及运建立及运建立及运建立及运

行情况行情况行情况行情况    

（（（（51515151 分分分分））））    

制度建设情

况 

（21 分） 

4 
各项制度细

化情况 
14 

市场主办方是否制定并细化知识

产权保护的各项工作制度 

市场主办方制定了《知识产权商品索证制

度》、《知识产权商品备案制度》、《知识

产权商品日常检查制度》、《市场知识产权

纠纷处理办法》、《商户知识产权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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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知识产权侵权信息收集和公开制

度》、《知识产权诚信奖惩制度》等制度的，

或参照上述制度内容制定知识产权相关管理

制度的，每项得 2分，共 14 分。 

5 

商品准入审

核机制的运

行 

2 

市场主办方是否按照已有的索证

制度对入场商品进行审核，并进

行备案和存档 

市场主办方对入场商品进行审核的，得 1分；

在审核后进行备案、存档的（包括电子文档），

得 1分；共 2分。 

6 
日常巡查机

制的运行 
4 

市场主办方是否按照已有的商品

日常检查制度对场内商品进行巡

查，并进行不定期抽检 

市场主办方坚持日常巡查并留有巡查记录

的，得 2分；在培育期内坚持不定期抽检，

并留有抽检凭证记录的，每抽检 1次，得 0.5

分，最高得 2分；共 4分。 

7 
举报投诉机

制的运行 
2 

市场主办方是否建立、健全相关

举报投诉机制 

通过在市场内设立举报投诉箱、举报投诉电

话等方式，积极受理知识产权纠纷的，得 2

分。 

8 

纠纷预防与

处理机制的

运行 

6 

市场主办方是否积极采取纠纷预

防措施，或按照已有的知识产权

纠纷处理办法积极处理纠纷 

市场内设立纠纷处理机构，明确纠纷处理流

程的，得 2分；市场主办方与当地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中心开展合作解决纠纷的，得 2分；

采取其他途径，如开展质量保证金制度、或

实行市场先行赔付等机制，预防知识产权纠

纷发生的，得 2分；共 6分。 

9 
信息公开机

制的运行 
4 信息公开机制的运行情况 

市场主办方通过制度上墙、电子屏或其他方

式将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各项制度对外公开

的，得 2分；市场主办方建立信息公开机制，

收集并在显要位置公开知识产权商品信息、

商户诚信经营信息以及举报投诉处理结果等

相关信息的，得 2分；共 4分。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保护体系保护体系保护体系

建立及运建立及运建立及运建立及运

行行行行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51515151 分分分分））））    

日常工作机

制运行情况 

（22 分） 

10 
诚信奖惩机

制的运行 
4 

市场主办方是否通过设立“红黑

榜”等类似方式进行奖优惩劣，

是否培育了优质商户，不合资质

商户是否被清退 

通过设立“红黑榜”或类似方式进行奖优惩

劣的，得 2分；培育了优质商户，或清退了

不合资质商户的，得 2分；共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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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与知识产权

相关部门合

作、配合情况 

6 

市场内是否设立了知识产权相关

部门的工作站、联系点或有知识

产权专门执法人员定期赴市场开

展检查工作；市场主办方是否积

极配合执法部门开展执法检查活

动；是否通过执法检查形成宣讲

材料 

市场内设立了知识产权相关部门的工作站、

联系点或有知识产权专门执法人员定期赴市

场开展检查工作的，得 2分；市场主办方积

极配合执法部门开展执法检查活动，培育期

内每开展一次执法检查活动，得 0.5 分，最

高得 2分；通过执法检查形成典型案例或类

似宣讲材料的，得 2分；共 6分。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保护体系保护体系保护体系

建立及运建立及运建立及运建立及运

行情况行情况行情况行情况    

（（（（51515151 分分分分））））    

配合主管部

门开展知识

产权执法或

调查活动情

况 

（8分） 

12 

专业市场满

意度调查工

作配合情况 

2 
是否积极配合开展专业市场知识

产权保护满意度调查工作 

积极配合开展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满意度

调查工作，使得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满意

度调查工作顺利开展并完成调查的，得 2分。 

13 摸底调研 2 

市场主办方是否对本市场内进驻

商品进行了摸底排查和调研，充

分掌握本市场内商品情况 

市场主办方对市场内商品进行了摸底调查，

并形成调研报告的，得 2分；未形成调研报

告的，得 0分。 

14 年度计划 2 
市场主办方是否制定并落实了年

度工作计划 

制定年度工作计划的，得 1分；严格按计划

落实执行的，得 1分；共 2分。 

方案制定落

实情况 

（6分） 

15 年度总结 2 
市场主办方是否每年形成并上报

年度总结 

每年形成年度总结的，得 1分；及时上交总

结的，得 1分；共 2分。 

16 工作机构 2 
市场内是否设立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机构 

设立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构的，得 1分；明

确职责和工作机制的，得 1分；共 2分。 

17 
设立领导小

组 
3 

市场内是否成立知识产权保护规

范化培育工作领导小组，并组织

开展本市场内知识产权工作 

成立领导小组，并由市场主要负责人任组长

的，得 3分；成立领导小组，并由市场非主

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得 2分。 

18 人员队伍 3 
市场内是否配备专兼职人员，负

责本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工作 

配备专职知识产权工作人员的，得 3分；配

备兼职知识产权工作人员的，得 2分。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保护管理保护管理保护管理保护管理

能力提升能力提升能力提升能力提升

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22228888 分分分分））））    
工作机构和

人员配备情

况 

（11 分） 

19 
专业人才支

撑情况 
3 

市场主办方是否通过聘请等方式

引进了知识产权相关专门人才 

市场主办方聘请律师、法律顾问的，得 1分；

聘请知识产权相关代理人、行业协会等专门

人才作为顾问的，得 1分；聘请多种类型人

才的，得 1分；共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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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经费配备情

况 
3 

市场主办方是否为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配备了专门的工作经费，或

得到了地方相关部门的经费支持 

市场主办方专门为知识产权机构设立、人员

安排等配备经费，或得到地方相关部门经费

支持的，得 3分。 工作经费 

（5分） 

21 
预算计划及

执行情况 
2 

市场主办方是否有明确的预算计

划 

市场主办方有明确的预算计划的，得 1分；

按计划执行开支的，得 1分；共 2分。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保护管理保护管理保护管理保护管理

能力提升能力提升能力提升能力提升

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22228888 分分分分））））    
市场主办方

对商户的指

导情况 

（6分） 

22 
对商户的指

导和服务 
6 

市场主办方是否畅通信息查询渠

道，注重加强对商户的指导和服

务 

市场主办方为商户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知

识，进行答疑解惑的，得 2分；指导商户开

展各类商品知识产权信息检索及法律状态查

询，或与相关检索机构合作，畅通信息查询

通道的，得 2分；为商户进行知识产权信息

查询搭建平台、接口或提供相关查询工具的，

得 2分；共 6分。 

23 
宣传活动开

展情况 
2 是否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宣传工作 

制定宣传方案，针对市场管理人员、商户、

厂商、消费者等不同群体开展知识产权保护

宣传工作的，得 2分。 

24 
开展宣传活

动的次数 
3 培育期内开展宣传活动的次数 

按照宣传方案，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活

动，培育期内每开展一次宣传活动得 0.5 分，

最高得 3分。 

知识产权保

护宣传工作

开展情况 

（8分） 

25 
对外报道的

数量 
3 

在国内、省重要媒体上报道的数

量 

在国内、省重要媒体及时报道知识产权保护

规范化市场培育工作进展，每报道一次得 0.5

分，最高得 3分。（注：媒体不同，但报道

内容相同或类似的，计 1次） 

各项报告的

提交及工作

落实情况 

（4分） 

26 

及时上报相

关工作材料，

及时汇报项

目进展 

4 
培育期内，是否及时总结工作经

验，报送相关工作信息 

及时报送规范化市场培育项目实施工作计

划、项目实施中期总结、年度总结和项目结

题报告等材料，每及时提交 1项材料得 1分，

共 4分。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保护意识保护意识保护意识

提升情况提升情况提升情况提升情况

及工作成及工作成及工作成及工作成

效效效效    

（（（（21212121 分分分分））））    

    

知识产权保

护培训工作

开展情况 

（5分） 

27 
培训计划制

定情况 
2 是否针对不同群体制定培训计划 

针对市场管理人员、商户等不同群体，分类

制定培训方案,每制定一类培训方案，得1分，

最高得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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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开展培训的

次数 
3 培育期内开展培训的次数 

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活动，培育期内每

开展一次培训活动得 0.5 分，最高得 3分。 

知识产权侵

权行为及假

冒知识产权

行为发生情

况 

（2分） 

29 

侵权行为及

假冒行为发

生情况 

2 

培育期内市场未发生知识产权纠

纷或与培育前相比知识产权纠纷

案件发生量减少 

市场内未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或与培育前相比

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发生量减少的，得 2分。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保护意识保护意识保护意识

提升情况提升情况提升情况提升情况

及工作成及工作成及工作成及工作成

效效效效    

（（（（21212121 分分分分））））    

    知识产权纠

纷投诉受理

处理情况 

（2分） 

30 
纠纷投诉受

理处理情况 
2 

纠纷投诉转交知识产权相关执法

部门的周期是否缩短 

市场主办方积极受理纠纷投诉，纠纷投诉转

交知识产权相关执法部门的周期缩短的，得 2

分。市场内未发生知识产权纠纷的，此项计 2

分。 

 

 

加分指标（10 分） 

一级指标 

（1项） 

二级指标 

（1项） 
序号 

三级指标 

（2项） 

分

值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加分指标

（10 分） 

创新举措与

突出成效 
1 创新举措 6 

培育思路、制度、措施等方面的

创新，例如市场建立了知识产权

管理电子信息系统；配合政府主

管部门或行业商协会共同建立知

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在市场中

长期发展规划或年度计划中纳入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相关内容的；

在市场年度考核或评选先进等条

件中纳入有关知识产权内容的；

建立微信、微博等宣传网络等 

材料审核，专家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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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突出成效 4 

培育过程中，市场知识产权工作

的某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如获得

国家级、省级或市级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或通报表扬的 

每个事件加 2分，最高加 4分。 

 

 

减分指标（-10 分） 

一级指标 

（1项） 

二级指标 

（2项） 
序号 

三级指标 

（2项） 

分

值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通报批评情

况 
1 

被国家、省、

市知识产权

局通报批评

数量 

-5 
培育期内，被国家、省、市知识

产权相关部门通报批评的数量 
每个事件减 2分，最高减 5分。 

减分指标 

（-10 分） 

 
知识产权侵

权事件 
2 

知识产权侵

权事件的数

量 

-5 

培育期内发生群体侵权、重复侵

权等扰乱市场秩序的故意侵犯专

利权的行为，或发生被媒体报道

的知识产权侵权事件等，造成不

良影响的 

每个事件减 2分，最高减 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