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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领域“放心消费”评价工作推进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商务行业开展“放心消费”评价推进工作的管理程序、评价实施、工作流程等管

理要求，包括工作宣讲、参评资料接收与审核、专家评价以及跟踪管理。

2 术语和定义

GB/T 18811、GB/T 32875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管理单位

“放心消费”工作主管部门。

2.2

推进单位

由管理单位根据工作计划确定，负责具体工作落实。

2.3

参评企业

通过推进单位申请参与“放心消费”工作的相关企业。

3 工作宣讲

3.1 通知公文

通知公文根据“放心消费”管理单位工作要求结合电子商务行业情况起草，规范行文，涵盖评价工

作主要内容。

a) 通知格式规范，需含评价工作的主要事项，正文内容清晰明确，应包含发布单位信息及发布日

期。



T/SPECA XXXX—XXXX

2

b) 正文部分内容需涵盖评选领域；参评条件；参评资料要求；资料提交以及咨询方式等信息。

3.2 通知公布

通过官方渠道对评价活动进行宣传，广泛传导评价活动开展信息。

3.3 通知解读

电子商务领域“放心消费”推进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通过文字解读、线上线下答疑、宣讲会等形

式对“放心消费”工作通知具体内涵进行解读。

a) 文字解读内容需明确具体的参评条件、参评资料的基本项目及格式、文字版常见问题答疑等；

b) 线上线下答疑应明确答疑人员、答疑时间、答疑形式等。

c) 若组织宣讲会，要应明确开展时间、开展地点、参加方式、主要宣讲内容，准备宣讲资料并建

立宣讲档案。

4 参评材料接收与审核

4.1 材料接收

推进单位应当明确企业参评资料的具体接收要求，包括接收方式、接收时间、接收地址、接收人员

等具体信息。

a) 材料接收方式可分为线上邮件、线下纸质材料、递交现场 U盘拷贝等，按实际工作要求选择合

适的接收方式。

b) 若有纸质资料，需在接收要求中明确接收份数、打印要求、装订格式。

c) 推进单位应当对资料收取情况进行登记。

4.2 资料审核

推进单位规定资料初审的审核方式，明确审核内容、预审工作的成果形式。

a) 预先制定材料接收后的审核内容，包括制定材料接收清单、材料审核结果统计表等。材料接收

清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企业自查栏，一部分为工作人员审查栏，可采取纸质表格或电子问

卷的形式呈现。材料审核结果统计表应包含审核结果是否通过、需要递补的材料清单及格式要

求、企业联系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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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接收企业的参评资料后，应进行材料完整性、材料规范性审核，记录审核结果并向企业反馈结

果。

c) 材料审核内容应包括：材料是否齐全，材料是否按照规定样例准备，关键信息是否有误，材料

是否按要求提供原件/复印件，材料用章的个数、种类、位置是否正确。

4.3 递补事项

推进单位应明确递补材料的事由、递补材料要求及递补期限、递补方式。资料递补要求具体应包

括：材料的格式规范、原件/复印件要求、用章规范、递补资料份数等。

4.4 资料汇总

资料汇总信息应包括企业名称、社会信用代码或工商注册号、参评类别、企业通讯地址、企业联系

人及联系方式等。

5 专家评价

推进单位根据管理单位要求，结合企业申报情况，决定是否组织专家评价，若开展专家评价，按以

下流程进行。

5.1 实施组织

组织人员成立评价实施工作组，落实专家评价方式、评价时间、评价场地相关工作安排。

5.2 综合指标

采用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按照专业性、适用性，设计科学、合理的评分规则。

5.3 评价专家

根据法律、管理、经济、技术、财务专业背景，按照一定比例，遴选专业学者、业内专家构成评价

专家组，明确各评价专家的职责和权利。

5.4 评价意见

汇集每位评价专家对每家参评企业的个体评价意见、整体评价意见，以及评价专家的总体评价意见，

形成评价意见报告。

6 跟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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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资料管理

按可追溯原则，封存留档工作推进各阶段产生的关键性材料。

a) 关键性材料应包括企业申请资料、材料收取登记文档、资料初审结果文档、专家评审意见文档

等。

b) 资料管理应包含档案的整理与存档、档案的调档与审核批准等事项。

c) 若有关键性纸质材料应至少保存一年，电子档材料应至少保存三年。

6.2 动态跟踪

推进单位应对“放心消费”参评企业进行动态跟踪，跟踪方式不限于巡检、企业访谈、数据收集等。

a) 如采取巡查方式，应建立巡查事项记录表，记录包括巡查时间、巡查人员、巡查事项、巡查情

况等。

b) 如采取企业访谈方式，应形成访谈记录。

c) 如采取数据收集方式，应形成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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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电子商务领域“放心消费”评价工作推进管理规范

材料接收清单内容见表A.1。

表A.1 电子商务领域“放心消费”评价工作推进管理规范 材料接收清单

（企业名称）

材料项 是否提供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企业自查 工作人员审查

1、 □电子材料 □纸质材料 □是 □否 □无需提供 □是 □否 □无需提供

2、 □电子材料 □纸质材料 □是 □否 □无需提供 □是 □否 □无需提供

3、 □电子材料 □纸质材料 □是 □否 □无需提供 □是 □否 □无需提供

4、 □电子材料 □纸质材料 □是 □否 □无需提供 □是 □否 □无需提供

5、 □电子材料 □纸质材料 □是 □否 □无需提供 □是 □否 □无需提供

检查人员

联系方式

注：例表的行数可根据实际工作需求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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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审核结果统计表见表A.2。

表A.2 材料审核结果统计表

序号
企业

名称

审核结果

递补材料清

单

递补材料格式要

求

递补

情况

企业联系人及联

系方式
通过

需递补

材料

不予

通过

注：例表的行数可根据实际工作需求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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