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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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中国一乡一品标准体系中的一项基础性标准。 

本文件由中国民贸一乡一品产业促进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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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乡一品 产品评价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国一乡一品”产品评价的基本原则、合规性要求、评价指标、管理体系、产品可追

溯体系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中国一乡一品”产品评价的技术细则的制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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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19630.4-2011 有机产品 第4部分：管理体系 

GB/T 22000 食品质量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7635.1 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 第1部分:可运输产品 

GB/T 39654-2020 品牌评价 原则与基础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中国一乡一品产品 One Town One Product China (OTOP) 

产自中国境内特定地域，经过评价的，具有良好的产地特征和产品特性的生态型产品。 

3.2 

产地 producing area 

指“中国一乡一品”产品的产地特征和产品特性的形成地，即指产品的产地。 

3.3 

产地特征 the character of producing area 

指与种养殖、生长、生产、加工、制造等产品形成相关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特殊属性，包

括产地的地形地貌、土壤状况、水文水质、气象气候、历史渊源、人文背景、生产工艺、配方、技术创

新等。 

 

3.4 

http://www.baidu.com/link?url=O7mP32CttVJxhPTOB2UC7UGiO-jIFbUs8lQmHaQ0SiEAlaKEyiNgp8vPLycdvm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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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the property of product 

指产品固有的、与产品产地特征有内在关联的品质和特点。 

3.5 

评价  assessment  

由授权评价机构或独立的评价组依据“中国一乡一品”产品评价标准体系要求，对申请方及其产品进

行符合性评价的过程。 

3.6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者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料，直至最终处置。 

[GB/T 24044:2008,定义3.1] 

3.7 

申请方 applicant 

取得国家市场行政管理部门或有关机构注册登记资格(或其组成部分)的机构，可以提出“中国一乡

一品”产品的评价申请。 

3.8 

指标基准值  reference value of assessment indicator  

为评价“中国一乡一品”产品设定的指标参照值。 

4 合规性要求 

“中国一乡一品” 申请方及其申请产品至少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申请方须是中资控股的合法资格主体；  

b) 申请方持有乡镇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地方协会出具的申请产品产地范围证明文件；或有法律效

力确权产品的产地范围的证明文件； 

c) 已按本通则的要求，建立和实施了文件化的管理体系，需有效运行三个月以上; 

d) 在质量、安全、环保和卫生等方面满足适用强制标准； 

e) 生产过程的污染排放、能源消耗水平应满足适用标准的证据； 

f) 近三年未发生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环保和卫生等事故。 

5 基本原则 

5.1 产品类别确定的原则 

适宜时，依据GB/T 7635.1，以终端消费品为主，选取产地特征和产品特性优势明显的产品，结合产

品的产地，合理确定产品的类别。 

或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分类，分为硬件、软件、流程性材料和服务。 

5.2 指标选取的原则 

围绕产品相关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特殊属性，从产品形成的全生命周期各阶段出发，结合

技术工艺先进性、生态环境管理期望、企业社会责任等维度，选取能够表征该类产品主要产地特征和产

品特性、能量化并可检测验证的定量指标和可准确描述的定性指标，构成“中国一乡一品”产品的评价指

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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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一乡一品”产品评价指标的选取不应该限制市场竞争行为，也不应牺牲产品的质量性能，产品

质量、安全或其他一些强制性标准应作为评价的前置基础。 

6 评价指标 

6.1 指标体系框架 

产品的评价指标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组成。一级指标包括产品产地范围、产地特征、产品特性、

产品环境、社会责任、品牌建设等指标。在一级指标下设置可量化或可定性、可检测、可验证的二级指

标。 

评价指标分为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定性指标主要侧重在应满足的产品产地、法律法规、生态环保、

工艺技术、相关标准、特征特性等方面要求；定量指标主要侧重在能够反映的可量化的指标。 

6.2 评价指标选取和评价 

6.2.1 产地范围指标 

从以产地特征和产品特性的形成地为考量，从行政区划、地理坐标、产品分布等维度选取能准确表

征产地范围的定性指标。 

应确定产品的产地覆盖范围并进行文件存档，必要时，应提供明确区分产品产地覆盖的行政区划和

经纬度范围的证据。 

6.2.2 产地特征指标 

从自然特征和人文特征两大方向选择定性指标。 

自然特征的证明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地形、地貌、气候、土壤、植被、水文、生物。 

人文特征的证明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传统生产工艺、配方、风俗习惯、技术创新材料、

表明原材料特殊性和独到性要求的证明材料、史料典籍或民间典故等历史证明材料。 

6.2.3 产品特性指标 

从产品固有的、与产地特征相关联的、区别于其他同类产品方面来确定产品品质和特点指标。 

从产品形成、设计、加工、使用、检测报告等方面提供证明资料，如上述品质和特点中涉及到检测

内容，申请方应提供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6.2.4 产品环境指标 

从产品特征特性形成与环境要素方面考虑环境指标。 

评价时，应提供产品产地所在区域生态环境现状、污染治理水平（设施）相关的信息，识别评价产

品产地所在区域是否属于生态敏感区，识别与产品相关的、适用的大气、水质、土壤、噪声等环境质量

标准和现状水平，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评价时，从产品的形成的设计、原料和能源、生产、使用、最终处置等生命周期阶段出发，评估所

产品对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并提供相关信息，如具有相关资质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和检测标准

等。 

6.2.5 社会责任指标 

根据不同类别产品的行业特征，选取影响道德价值、股东权益、员工权益、消费者权益、扶贫济困、

诚信经营、和谐社区、社会公益等方面的指标。 

应对申请方在社会责任指标各方面的贡献进行评价，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6.2.6 品牌建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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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GB/T 39654-2020品牌评价 原则与基础，与申请方及产品相关的有形要素、质量要素、创新要

素、服务要素和无形要素相关的指标。有形要素包括但不限于物质资源、财务资源、品牌投入等；质量

要素包括但不限于质量承诺、质量管理、质量感知等；创新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创新能力、持续性和有效

性等；服务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服务供给、服务能力、服务有效性等；无形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品牌定位、

品牌形象、品牌历史、文化传统、知识和智力管理等。评估时，有限要求提供相关信息或者证明文件。 

6.3 指标基准值确定原则 

应根据产品和产业特点，以评价 “中国一乡一品”产品为目的，采用资料收集、现场调查、检验检

测、文献检索、专家咨询等方法，科学、合理确定指标基准值。在确定定量指标基准值时，合理考虑本

标准要求的基础上，宜以符合绿色产品评价要求为取值原则，体现“中国一乡一品”特色和管理优势。 

6.4 指标的评价方法 

定量指标应给出计算或检测方法，相关的计算或检测方法宜优先采用已有的国家标准、行业或地方

标准、团体标准等；定性指标应给出符合性的定性说明。 

7 管理体系 

“中国一乡一品”产品的申请方宜按本标准的要求建立、实施、保持有效的文件化的管理体系并持续

改进，以确保申请的产品能持续满足本标准及评价技术细则要求，不断实现更高的产品品质和管理绩效。 

“中国一乡一品”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应采用策划－实施－检查与纠正－持续改

进（PDCA）的模式。其中， 

——策划：包括根据本标准和评价技术细则等要求，识别和确认持续满足“中国一乡一品”要求的控

制点，建立管理的目标、指标和实施的管理方案等。 

——实施：包括提供所需的资源，明确作用、职责和权限；确定能力、培训和意识的要求并进行培

训；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建立所需的文件和记录；实施运行控制；实施管理方案并开展相关活动等。 

——检查与纠正：包括对管理活动和目标实现情况的监测；进行合规性评价；识别和处理不符合；

开展内部审核等。 

——持续改进：采取措施持续改进管理绩效。 

“中国一乡一品”管理体系的详细和复杂程度、体系文件的多少、所投入资源的多少等，取决于多方

面因素，如管理体系覆盖的范围，组织的规模，其活动、产品和服务的性质，评价指标的数量和质量等。 

在确保管理体系的充分性、适宜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中国一乡一品”管理体系可与GB/T19001质

量管理体系、GB/T24001环境管理体系、GB/T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GB/T 19630.4 有机产品 第4

部分：管理体系相融合。 

“中国一乡一品”产品评价技术细则可根据所属类别产品的特点，提出管理体系补充要求，但不应成

为限制性竞争条款。 

8 产品可追溯体系 

“中国一乡一品”产品的生产、加工、经营者宜建立完善的可追溯体系，保持产品原料来源、生产、

运输、销售、品控管理等可追溯的全过程详细记录。 

“中国一乡一品”产品的溯源管理文件另行制定。 

9 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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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采用符合性评价的方法，“中国一乡一品”产品应同时满足合规性要求、评价指标要求和管理

体系要求。 

10 其他说明 

各类别产品，宜依据本标准制定“中国一乡一品”产品评价的技术细则，细则应给出具体的量化指标

或应满足的评价条件。 

对已有技术细则的产品，其评价过程应结合本标准完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