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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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品牌管理细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国一乡一品”区域品牌评价管理的合规性要求、申请资料、管理机构职能、评价程

序。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中国一乡一品”区域品牌的申请和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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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85 品牌价值 术语 

GB/T 29186 品牌价值 要素 

GB/T 29187 品牌评价 品牌价值评价要求 

GB/T 29187 品牌评价 品牌价值评价要求 

GB/T 39904 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186、GB/T 29187、GB/T 29187、GB/T 3990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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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 brand 

无形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名称、用语、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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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利益相关方意识中形成独特印象和联想，从而产生经济利益（价值）。 

[GB/T 29186.1-2021，定义3.1] 

3.3 

区域品牌 regional brand 

与区域历史、文化、经济等相关的无形资产，用名称、用语、符号、形象、标识、设计或其组合，

区分区域产品、服务和（或）实体，能够在利益相关方意识中形成独特印象和联想，从而产生经济和（或）

社会价值。 

[GB/T 33904-2021，定义3.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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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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等维度。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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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评价 assessment 

由授权评价机构或评价组依据本标准要求，对申请人及其申请区域品牌进行符合性评价的过程。 

3.7 

申请方 applicant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行业协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等实体。 

4 合规性要求 

“中国一乡一品” 区域品牌申请方及其覆盖产品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区域品牌名称宜由地理区域名称和产品通用名称构成； 

b) 产地特征和产品特性明显，具有市场竞争力； 

c) 产业为当地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d) 产品生产具有特定的区域范围； 

e) 产地环境、产品质量符合国家强制性技术规范要求；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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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近三年未发生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环保和卫生等事故。 

5 申请资料 

根据 GB/T 39904 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的相关要求，“中国一乡一品” 区域品牌申请方应提供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申请资料： 

a) 中国一乡一品区域品牌申请书； 

b) 申请方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i. 具有监督和管理区域品牌标识及其覆盖产品的能力； 

ii. 具有为区域品牌覆盖产品的生产、加工、营销提供指导服务的能力 

c) 县级及以上地方政府关于划定区域品牌产品的产地范围公函； 

d) 区域品牌产品现行有效的标准或技术规范； 

e) 区域品牌的管理要求文件，应确保其产品的品质和监督管理能持续满足其标准要求； 

f) 区域品牌的基本申请资料，包括： 

i. 品牌名称 

ii. 产地范围、生产地域分布图、产品实物样品或者样品图片； 

iii. 产地环境条件或地理特征的说明和环境本底检测和调研报告； 

iv. 产品生产、销售情况及历史渊源的说明，如地方志等。 

v. 产品的理化、感官指标等检测报告及与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之间关联性的说明； 

vi. 产品生产技术规范和产品质量安全技术规范，包括生产或形成时所用原材料、生产工

艺、流程、安全卫生要求、主要质量特性、加工设备的技术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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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其它相关资料。 

6 评价程序 

6.1 申请 

申请方准备好申请资料后，向中国民贸一乡一品产业促进中心提出区域品牌申请。以下情况不予受

理： 

a) 申请对象不明确、不具体； 

b) 对环境、生态、资源、健康可能产生破坏或危害的； 

c) 属于资源枯竭型、资源消耗型、国家淘汰落后产能、濒危动植物、转基因等有争议的产品； 

d) 存在生态、环保、安全、诚信、产品质量、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不良记录，伪造证明材料、虚报

数据的； 

e) 产品地理名称已经在特定地域之外广泛使用的； 

f) 产品的产地范围与实际产地范围不符的； 

g) 其他经专家评审认为不适宜申报的。 

6.2 审核和批准 

6.2.1 中国民贸一乡一品产业促进中心对申请资料实施形式审查，对初次受理的产品或品牌地域范围

较大的产品，可组织专家进行审议。形式审查合格的，在一乡一品官方信息发布平台上向社会发布受理

公告；形式审查不合格的，向申请人发送形式审查意见反馈通知。 

6.2.2 异议调解遵循属地原则。在发布受理公告后规定的异议期内如收到异议，采用： 

6.2.2.1 责成申请人所在地方政府与异议提出方对异议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证明文件报送促进中

心； 

6.2.2.2 特殊情况由中国民贸一乡一品产业促进中心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借鉴专家论证意见进行

调研； 

6.2.2.3 跨省的异议由技术委员会负责协调。 

6.2.3 对异议期满无异议或有异议但已调解完毕的申请，实施技术评审。 

6.2.4 技术评审实行组长负责制，评审采用文件审核与现场评审相结合方式进行。评审组成员宜由法

律、专业技术、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人员组成。组成人数为奇数，一般 5人以上，但不超过 9人。 

6.2.5 评定结论。评定组根据文件审核和现场审核结果进行综合评定，评定结论分为通过和未通过。

符合本文件要求的，为通过评定，否则为未通过评定。通过评定的由中国民贸一乡一品产业促进中心批

准后公告。 

6.3 标识使用 

6.3.1 产品获得批准后，申请方应按批准公告的要求，完善区域品牌的管理文件，并报中国民贸一乡

一品产业促进中心审核备案。 

6.3.2 获得批准的区域品牌所在地的生产者应向批准公告中确定的机构提出使用区域品牌标识的申请，

并提交以下材料： 

a)区域品牌标识使用申请书； 

b)生产经营资质； 

c)企业质量技术规范组织或标准； 

d)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证明资料； 

e)区域品牌市场开发和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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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 

6.3.3 标识的使用及监督管理 

a) 直接加贴和吊挂在产品和（或）包装物上； 

b) 直接印刷在产品标签和（或）包装物上，应由中国民贸一乡一品产业促进中心授权印刷企

业、派专人监印，并将印刷数量登记备案； 

c) 对特殊产品，应申请方的要求或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标示方法； 

6.4 保护和监督 

6.4.1 当地政府应依法对中国一乡一品区域品牌实施保护。对于擅自使用、伪造和模仿区域品牌名称

及标识的，将申请有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鼓励消费者、社会团体、企业、个人进行监督、举报。 

6.4.2 当地政府产品监管部门应对区域品牌的产地范围，产品名称，原材料，生产技术工艺，质量特

色，质量等级、数量、包装、标识，产品标识的印刷、发放、数量、使用情况，产品生产环境、生产设

备，产品的标准符合性等方面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6.4.3 获得使用标识资格的生产者，应在产品包装标识上标明“中国一乡一品区域品牌产品”字样以

及区域品牌名称、中国民贸一乡一品产业促进中心的批准公告号等。 

6.4.4 中国民贸一乡一品产业促进中心技术委员会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区域品牌列入监督抽查的目录，

进行监督管理抽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