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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推动和规范文化艺术机构品牌更好的在中国健康有序的发展，中

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将对文化艺术机构品牌制定出标准评价认定规范：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自发布日至起有效期三年，到期复审。 

本标准由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标准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秦颖（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会长助理）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 

王建国（中国文化艺术促进会发展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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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机构品牌评价认定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文化艺术培训机构和文化艺术产业机构（企业）。 

本标准适用于非正规教育社会文化艺术机构品牌评价认定规范指标

和结果。 

2 术语和定义 

2.1 品牌评价 

文化艺术是以创意为根本手段，以文化艺术内容、创意成果为核心价

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就业并促

进城市文化底蕴和居民综合素质提升的产业。提高文化艺术机构质量是为

了更好推动大众文化艺术的开展，对从事文化艺术机构机构（企业）提出

科学的专业指导性要求，树立品牌并以文定表述进行规范。 

2.2 文化艺术机构服务 

为社会群体提供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具体到大众

基本文化需求的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和服务过程。 

2.3 文化艺术机构 

文化艺术机构是链接文化产业生产、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流通和消费

诸环节的服务性企业，是在文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一种独立的市场主体。 

2.4 非正规教育 

非正规教育则是指在正规教育制度以外所进行的、为成人和儿童有选

择地提供学习形式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活动。这类教育其实就是在学历

教育之外有明确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教育，比如成人继续教育、社会培

训以及岗位培训等，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接受教育不是为了获得学历，而是

为了提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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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申报审批 

    确定盈利性质企业还是非盈利性质单位，在工商部门或民政部门依照

规定程序办理注册手续。 

4  活动场地 

4.1 要有与文化艺术机构规模相适应的稳定、集中、安全标准和周边环境

符合要求活动场地，办公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 平方米； 

4.2 租赁带有商业化场地的，需提供土地使用权、产权及资产的有效证明

文件，租期不少于 3 年； 

4.3 提供办公、培训和实习场地证明以及消防合格证明材料 。 

4.4 文化艺术培训机构要满足实操培训中所需要的主要设施和设备清单。 

5 经费要求 

    文化艺术机构要提供资金来源说明，包括自有资金、借入资金、专项

资金情况说明及有效证明文件，并载明产权。 

6 相应资质 

6.1 企业资质主要包括营业执照、质量认证体系证书，如果有代理需提供

代理证书和其他从事专业项目的证书； 

6.2 艺术培训机构需要具备要有相适应的专职和兼职教学人员，所聘人员

具备国家规定的任教资格和学历要求； 

6.3 文化艺术培训机构提同时供其他管理人员的身份证、学历证书、资格

证书、聘任合同的原件和复印件； 

6.4 聘财会人员的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7 组织架构 

    是文化艺术培训机构和文化艺术产业机构为实现组织目标，组织成员

在工作任务、职责和职权等方面进行分工、分组和协作而形成的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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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从业人员 

8.1 法定代表人及管理人员应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违法

犯罪记录；负责人和业务主管具有 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具有中级以上

职称或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 

8.2 建立从业标准和用人规范，确立从业人员从业的起点标准，为客户鉴

别从业者能力提供识别标杆，同时也为从业人员提供继续服务的支持； 

8.2 文化艺术培训机构要建立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审核制度，也是对从业

人员学识、技术和能力的基本要求。严禁从业人员无证上岗，聘用的培训

人员需具有 2 年以上相关艺术培训工作经历； 

8.3 工作人员要具备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机构或企业有必要对其进行规

范指标要求。随着改革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对工作人员建立资格认证制

度，规范人力资源管理； 

8.4 管理人员应具备的基本方面，包括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要具

有职业道德、敬业精神、业务知识与综合能力； 

8.5 会计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人

员，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9 管理能力 

9.1 管理企业的规模、素质和结构，管理手段的科学化、现代化程度，管

理教育的广度与深度，以及管理科学研究与理论水平； 

9.2 具有良好的业务沟通调能力、计划管理能力、压力管理能力、问题解

决能力、对下属能力的辨识和领导能力； 

9.3 文化艺术培训机构要有相关的管理制度、培训计划、教学大纲、学员

考核制度及安全管理制度； 

9.4 制定出培训计划并检查培训人员的培训进度，同时做好对培训人员的

评价工作； 

9.5 把培训质量放在首位同时提高培训人员的整体素质，检查指导工作中

发现问题及时给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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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培训管理 

10.1培训人员需配合文化艺术培训机构，系统化、标准化、专业化的实施

培训大纲内容； 

10.2 根据文化艺术培训机构要求，培训人员要主动完成对艺术课程研发

能力及创造力； 

10.3培训人员要及时与被培训人员及家属沟通，发现问题要及时修正和改

进； 

10.4 实施对培训人员进行备课、培训方面的指导，并定期对培训人员进

行综合素质评价。 

10.5 培训人员要积极配合文化艺术培训机构的相关管理制度，建立系统

内部管理档案管理机制。 

11 安全管理 

11.1建立制定公共场所及内部培训场地安全保卫管理制度； 

11.2 建立日常安全管理制度； 

11.3制定集会和大型活动安全保障制度； 

12.4 制定消防安全预案措施； 

11.5 制定突发性紧急预案措施。 

12 监督管理 

12.1 确定内部监督检查内容并制定相关工作方案和计划。开展不定期抽

查，做好问题整改落实工作； 

12.2 监督检查内部所有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 

12.3 监督检查是否按要求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健全管理制度； 

12.4 配合上级主管部门的专项稽察和检查； 

12.5 对违反机构相关管理制度和办法，视情况的严重性采取通报批评等

措施。对机构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行业相关规定进行处

理； 

12.6 完善监督管理措施，加强和规范对收费公示制度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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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测评指标 

品牌服务 评价认定规范 

依照本评价认定规范内容对文化艺术机构进行品牌评价时，可参考以下分

值数据。 

 

评价规范分值 

评价项目 不合格 合格 3A 4A 5A 

相应资质      

组织架构      

活动场地      

经费要求      

从业人员      

管理能力      

教学管理      

安全管理      

监督管理      

评  价  

通过以上表格测评数据对业余艺术培训机构和专业艺术培训机构及

第三方艺术机构被服务人员进行分值评价，以达到检验拉丁舞综合艺术素

质的服务能力和要求。 

a)60分（含 65分）以上，达到合格文化艺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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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0分（含 75分）以上，达到 3A 级文化艺术机构； 

c)85分（含 85分）以上，达到 4A 级文化艺术机构； 

d)95分（含 95分）以上，达到 5A 级文化艺术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