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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输电协〔2023〕3 号

关于开展 2023 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
推介活动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认

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浙江省推动工业经济稳进提质行动方

案》，更好地打造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的“金名片”，积极

为实现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贡献，根

据《关于开展 2023 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评选推介活动的通

知》（浙评委〔2023〕1 号）文件要求，经研究决定协会今

年将继续开展 2023 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推介活动，希望各

会员单位积极参与。

本活动将在省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由浙江省企业联合会、

企业家协会、工业经济联合会，浙江省输配电设备行业协会

等相关省级行业协会和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业经

济联合会联合组成“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评选委员会，聘

请工业领域知名学者及行业专家担任评委。通过申报、初选、

决选、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等形式评选出“2023 浙江省优秀

工业产品”。入选产品将成为浙江优质工业的代言产品（评

选办法详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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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符合 2023 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申报条件的浙江省输

配电设备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均可自愿申请。请申报单位认真

填写《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参选申报表》（附件 2），并将

申报表及有关资料装订成册（一式两份），于 2023 年 5 月

20 日前寄送浙江省输配电设备行业协会秘书处，再由协会秘

书处统一报送至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将按照《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评选办

法》，对 2023 年申报的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组织评选，最

终由评选委员会审定 2023 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正式名单，

并在浙江省企业领袖峰会上予以发布。2023 浙江省优秀工业

产品推选名单发布后，将汇编《浙江精品——“2023 浙江省

优秀工业产品”》，进一步提高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浙江省输配电设备行业协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地 址：杭州市萧山区永晖路548号钱江电气大厦1905室

联系人：马 薇 余长征

电 话：0571-88838816 15372428103

邮 箱：spdzj@126.com

附件：1. 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评选办法

2. 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参选申报表

3. 评选材料内容填写说明

4. 申报产品分类代码

5. 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评选委员会成员单位名单

浙江省输配电设备行业协会

2023 年 2 月 21 日

mailto:spdzj@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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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评选办法

一、前言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高

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

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明确要求为指导思想，落实

省委省政府《浙江省推动工业经济稳进提质行动方案》，提

高浙江工业产品的社会知名度和附加价值，提升产品国际竞

争力，更好地打造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的“金名片”，浙江

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业经济联合会（以下简称省

“三会”）与相关省级行业协会和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

会、工业经济联合会（以下简称市“三会”）共同协商，决

定开展“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评选和推介活动。

评选活动每年举办一次，通过申报、初选、决选、专家

评审和社会公示等形式评选出本年度“浙江省优秀工业产

品”。

二、组织单位
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评选委员会由省“三会”、浙江省

相关行业协会和市“三会”共同组成（以下简称评委会，名

单详见附件 5）。邀请在研发、设计、品质及营销等环节的

学者、专家组成的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评选委员会专业委员

会。

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评选委员会办公室由参加浙江省

优秀工业产品评选委员会的有关单位具体工作人员共同组

成（以下简称评委会办公室），具体组织协调、统筹、监督、

评选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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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选须知
（一）申请条件
1、已依我国法律设立登记，注册地在浙江省内的规模

以上企业。

2、非外国公司的子公司（外国公司的子公司，指外国

公司在浙江投资（控股）设立的公司）。

3、企业所拥有的品牌已依我国商标法取得商标权和自

主知识产权。

4、企业制造或研发机构设于国内。

5、企业申报的产品为进入市场未满三年的量产工业产

品，且已申请或已取得国家标准认（验）证或同等级国际认

（验）证。

6、已经获得“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称号的产品不再

参加当年的评选活动。

（二）申请手续
1、报名方式

（1）基本资料填写

登陆浙江企联网（www.zjqlw.com）下载《浙江省优秀

工业产品申报表》及有关材料，按照表格要求填写。

一般资料：公司简介、联系人、产品推广方向等。

产品资料：产品特色、产品认证、专利及得奖情况。其

中产品特色是对产品作整体性描述，将提供给评选委员会参

考。请从整体角度扼要说明该产品在产品面及销售面的创新

价值及其竞争力所在。

2、数量要求

每家单位申报的产品项目不超过 2 个，同型号的系列产

品可以归类为同一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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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需要提交书面材料如下：

项 目 说 明

1.申报表格 需加盖单位公章

2.推荐产品特色描述
按照评选项目要求编写（1000-2000 字左

右）

3.工商登记营业执照复印件 ·必备文件

4.品牌商标登记证书复印件 ·必备文件

5.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

(1)专利证明文件复印件

(2)质量保证体系文件复印件

(3)环保管理体系文件复印件

(4)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件复

印件

·必备文件

提供认(验)证、专利、奖项等证明文件复

印件，须对应报名实际产品的相应资料。

四、评选项目

（一）

研发

1.研发策略是否朝着建立核心技术发展？目前进展情况是否

已完成或逐渐展开？请详述目前情况及具体成果。

2.研发部门对于新产品与新制程是否构建一套完整、创新、可

持续经营及风险评估流程机制？

3.公司是否构建一套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以保障核心技术研

发成果及持续创新的机制？

4.本产品的研发水平及具体成果是否已达成市场指标(包括所

获国际奖项、专利发明、利润及市场占有率的提升等)？

5.本产品的技术性能与制造过程是否符合环保、节能、降耗、

低碳以及操作安全性与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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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设计

1.在产品设计时，除外观、功能、包装设计外，是否列入诸如

人文、安全、环保、绿色产品、节能减排、低碳等的考量？

2.在产品设计时，除明确定义目标市场及竞争者外，是否考虑

为顾客节省成本及为其创造价值？

3.是否利用同步工程等技术来整合价值链上研发、设计、制造、

品质、市场及品牌等关键流程？

4.是否在产品设计时纳入数字化、智能化与人机工程的考量？

5.产品设计是否具有独特与时尚的特征、造型、功能、颜色等

特性，引领产品设计创新的风潮？

（三）

品质

1.是否符合企业愿景及相关社会责任及安全、环保政策的要

求？

2.是否建立 ISO9001 等类似的国际品质验证系统，并认真执行

而获得良好绩效？

3.是否建立品质保证制度，确保产品品质及顾客满意？

4.是否构建一套完整的供应商网络合作与整合机制？

5.是否建立品质绩效的衡量指标并确实评估和实施，以作为持

续改善的依据？

（四）

营销

1.是否建立健全的国内外营销渠道？

2.营销部门是否定期收集市场有关竞争产品的资讯及调查顾

客满意度并作为改善产品质量及顾客满意度的依据？

3.营销部门是否建立健全的顾客服务系统(包括顾客投诉处理

与保养维修服务)？

4.是否积极推广产品核心价值及品牌特性？并有商品定位的

谋划？

5.是否建立具体推广品牌的方法和财务预算，并配置专业人员

来执行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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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选程序
（一）申报
凡符合省优秀工业产品申报条件的企业均可自愿申报。

（二）审核
1、由评委会办公室对企业提交的各项材料进行审核。

2、申请企业条件不符，或未按规定提交相关书面资料

者，将不提交评委会评选。

（三）初选：选出“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产品初选名单

1、申报资料审核

针对企业所提交的书面资料，由评委会办公室根据研发、

设计、品质及营销等评选内容的完整性进行资料审核。

2、产品鉴定

对申报产品需要进行产品鉴定的，由评委会办公室通知

企业于指定时间内，将报名产品按规定组织或委托有关单位

进行产品鉴定，并提供鉴定意见（报告）。

3、形成初选名单

由评委会办公室根据申报产品的代表性及申报资料的

完整性，经综合平衡分类后，提出年度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

初选名单。

4、专业委员会评选

由评委会办公室发出通知，将初选产品名单分类提供给

评选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评选，重点为产品在研发、设计、

品质及营销四项内容与创新价值等，对申报的每个产品填写

《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评审意见表》。

（四）评选：选出“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正式名单

1、正式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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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评委会办公室汇总各专业委员会评审意见，并进行综

合平衡，提出年度初评意见及入围产品名单，提交浙江省优

秀工业产品评审委员会审议。

评委会办公室根据评委会审议意见，（必要时，进一步

补充有关资料，调整获选名单，征求有关单位意见后），确

定年度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候选名单。

2、公示

由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将入围决选的候选名单在浙江省

“三会”官网公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并将有关意

见整理后提交评选委员会审议，确定年度浙江省优秀工业产

品的正式名单。

（五）发布

审议确定的“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正式名单由浙江省

优秀工业产品评选委员会发文，并在年度浙江省企业领袖峰

会上予以发布。

六、颁发证书和标识
（一）评委会对认定的产品颁发“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

证书。

（二）所有认定的企业与评委会办公室签订《浙江省优

秀工业产品标志使用约定书》后，该产品即可正式使用《浙

江省优秀工业产品标识》。在国内外推广、应用时须注明标

识认定年份。

七、注意事项
（一）企业的报名产品及所附资料，如有标示不实或侵

犯他人商标、专利及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情况，应自负一切

法律责任，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评委会办公室将按情节轻重，



9

对参选企业做下列处分：

1、企业以不实文件或资料申报参选的，取消其参选资

格和撤销其得奖资格，且该企业在 3 年内不得再参加评选。

2、企业申报产品业经利害关系人依法定程序提出争讼

并经相关部门立案或裁定违法，将取消其参选资格和撤销其

获奖资格。

3、企业获奖产品如有侵害我国或他国的知识产权，经

起诉时，将暂停其对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标志的使用权；经

法院判决确定无侵权行为者，方可恢复；经法院判决确定有

侵权行为者，撤销其奖项并终止该产品对浙江省优秀工业产

品标志的使用权，企业在 3 年内不得申请与使用浙江省优秀

工业产品标志及参加相关辅导及推广活动。

4、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评选的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如

因参选企业的违法行为而涉讼或遭受其他不利处遇时，可要

求参选企业赔偿因此所受的一切损害（包括法律服务费、裁

判费、损害赔偿金等支出）。

（二）获奖企业有义务配合编制相关产品目录、书籍及

参加评委会办理的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宣传推广活动。

（三）获奖企业应积极运用《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标志》

于获奖产品本身的标识或及该产品相关的文化宣传资料。

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执行单位依其业务规章及惯例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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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参选申报表

单位名称

地 址 邮编

联系人及职务
电话

手机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分类

（按附件 4 分类）

公司及产品简介 1000-2000 字左右（另附页，需加盖企业公章）

产品所获专利及得

奖情况

自主知识产权 有 无
质量保证体系

（包括售后服务）
有 无

环保管理体系 有 无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有 无

申报企业意见

申明：本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企业盖章 企业法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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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评选材料内容填写说明

一、研发
1、研发策略是否朝着建立核心技术发展？目前进展情

况是否已完成或逐渐展开？

请详述目前情况及具体成果：

（1）公司对本产品的推广与市场所拟定的产品策略。

（2）公司所从事于本产品的研发策略是否朝着建立核

心技术发展并与本产品的研发策略一致。

（3）公司朝着核心技术发展情况，依本产品目前研发

进展情况详述已完成或逐渐展开的进度。

2、研发部门对于新产品与新制程是否建构一套完整、

创新、持续经营及风险评估流程机制？

（1）从事本产品研发的部门(或人员)如何与本产品的

事业或业务部门作具体的互动。

（2）本产品的研发活动在跨功能(部门)小组所扮演的

角色。

（3）公司研发部门对于新产品与新制程，是否已完成

一套完整、创新、可持续经营的流程，请详述目前状况。

（4）公司及研发部门是否已建构一套与本产品的未来

相关的系列新产品与新制程的风险评估流程与制度。

3、公司是否建构一套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以保障核心

技术研发成果及可持续创新的机制？

（1）公司是否有效的管理与本产品相关的核心技术与

研究成果，其具体措施如何。

（2）公司是否已建立一套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及支持

创新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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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产品的研发机能及具体成果是否已达成市场指标

(包括所获国际奖项、专利发明、利润及市场占有率的提升

等)？

（1）公司在从事本产品的研发活动时，是否有定期评

估并修正目标，改善其达成率。

（2）研发组织、设备及人力的投入情况，及其与同类

企业间的成果比较。

（3）本产品研发团队的总人年研发经验值，请以参与

研发人员的年限、资历与绩效表示。

（4）本产品每年销售额用于该产品研发资金支出的比

率（占公司营利的百分比）。

（5）近 3 年来与本产品相关的研发专利，奖项及其所

应用于本产品的具体名称及数目。

（6）近 3 年来本产品的研发经费占该产品销售比例，

每年持续增长的趋势情况。

（7）本产品预估(或实际)年销售额占公司全年总销售

额的百分比。

（8）本产品与同类产品比较其市场占有率百分比，本

产品预期的市场寿命的长短。

（9）与本产品相关的专利权是否为公司带来竞争优势。

5、本产品的技术功能与制程是否考虑环保、节能、减

碳、降耗以及操作安全性与便利性？

（1）本产品的技术功能与制程是否考虑环保及绿色科

技特性，及其具体措施。

（2）本产品操作的安全性及便利性，及其具体措施。

（3）本产品的技术规格及主要技术特点与市场上其他

同类产品的比较。

（4）本产品除了外型设计外，其在技术上的创新与价

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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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
1、在产品设计时，除外观、功能、包装设计外，是否

列入诸如人文、安全、环保、绿色产品、节能减排等的考量？

（1）该产品设计能符合目标市场的人文价值。

（2）该产品符合各项安全法规或标准，并避免使用、

维修上的失误或伤害。

（3）该产品能避免视觉干扰所带来的不安、眩惑以及

错误的讯息。

（4）该产品能基于环保的考量下，在材料、制造、包

装及使用上，耗用较少的能量和资源，并且回收再利用。

2、在产品设计时，除明确定义目标市场及竞争者外，

是否考虑为顾客节省成本与为其创造价值？

（1）该产品能以最低的设计成本及设计变更提供符合

顾客需求的产品。

（2）该产品设计是否有针对不同的市场与顾客需求，

权衡考量设计可能会产生的各方面影响，以及顾客对产品品

质的不同选择来决定设计的方向与作为。

（3）该产品设计价值可转换成产品售价上的利润或市

场占有率的提升。

（4）该产品的功能和造型、色彩、材质能与使用或所

在环境间其他物件形成和谐的关系。

3、是否利用同步工程等技术来整合价值链上研发、设

计、制造、品质、市场及品牌等关键流程？

（1）经由内外部工业设计人员与制程工程师的沟通协

调，该产品能大幅降低新产品设计的时间要求。

（2）该产品在材料、材质与零组件的设计能简化装配、

生产、配合设备等制造流程与成本。

（3）该产品能经由内外部组件的规划设计，大幅提升

产品使用的可靠度与耐用性，并简化事后所需的维修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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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该产品经由设计，能有效建立公司、产品、品牌

等形象识别。

4、是否在产品设计时纳入人性化与人机工程的考量？

（1）简单明了的功能设计与合适的产品造型，让使用

者感到方便、舒适以及省力。

（2）该产品在设计时是否考量到顾客对适用性、识别

引导、顾客心理、人机工程、环境特性、使用情境、审美品

味以及符合法令等各种要求。

（3）该产品是否考量到通用设计的原则，以扩大关注

人性化的适用需求。

（4）该产品是否能针对顾客所处的社会、经济与科技

背景，进行合宜性的设计考量。

5、产品设计是否在具有独特、时尚的特征、造型、功

能、色彩等特性，引领产品设计创新的风尚？

（1）该产品在功能与造型上具有独特、全新的设计。

（2）该产品在创作讯息的传达上，具备美感与调和特

性。

（3）该产品设计在创新价值上具有世界级的引领或影响效

益。

（4）该产品的设计团队在设计经验、国际观、设计策

略与跨部门合作上，均有极佳的表现。

三、品质
1、是否符合企业愿景及相关社会责任及安全、环保政

策的要求？

重点在于评估高层领导者以及经营团队于该产品的研

发、设计、制造、市场、品牌策略与创新等方面的领导能力

的展现，并评估高阶领导者如何带领经营团队以及组织全员

从事创新与变革朝着新目标努力，并激发鼓舞所有成员投入

意愿与承诺，以完成或超越组织目标实现新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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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产品本身能反映决策层与经营团队实现公司使

命、愿景与策略。

（2）企业对于公共安全与卫生、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节能降耗减碳、社会关系、社会责任等方面有相关的政策目

标与具体作为。

2、是否建立 ISO 9001 等类似的国际质量保证系统，并

认真执行而获得良好绩效？

主要检视公司对于产品是否建立完善的品质管理制度，

而获得诸如 ISO-9001 等类似的质保系统，并以各种科学或

统计方法（抽样、田口方法、品质管制图、鱼骨图、可靠度

分析、品质机能展开等）为工具，提供相关人员该产品正确

的品质资讯，以便对于该产品科学合理地进行品质规划与品

质管理体系的制定。

（1）公司在该产品上有一套完善的品质管理制度，包

括品质检验、质量管理(QC)、全面质量管理(TQM)，以持续

改善与维持该产品品质。

（2）公司对于该产品有运用适当的统计方法、数理模

型等科学方法来从事抽样、品质成本分析、进料检验、制程

能力分析、制程管制、允差制定、出厂品质水准等工作，并

依此作为品质改善的工作。

（3）公司提供有关该产品足够、即时、正确的品质资

讯，以作为品质规划、决策。

（4）公司对于该产品的产品发展与品质计划所需的人

力资源与基础设施是否有完善的规划。

3、是否建立品质保证制度确保产品品质及顾客满意？

重点在于检视该产品的品质保证制度以及标准作业流

程的表现如何，并对于该产品的各种规格、标准、规章以及

公认的检验标准是否有系统化的搜集、整理与应用，而且能

快速回应该产品的内部与外部顾客意见，并加以确实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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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产品能明确落实品质保证制度，以确保优良的

品质。

（2）该产品有制定标准作业流程，以确保一致的品质。

（3）公司对于该产品的各种规格、标准、规章以及公

认的检验标准有系统化的搜集，并加以整理与应用，据此改

善品质。

（4）公司对于该产品建立完整的售后服务体系。

4、是否建构一套完整的供应商网络合作与整合机制？

重点在于评估公司在该项产品上对于供应商的相关资

料是否加以记录、保留与分析，与供应商建立伙伴关系，并

在必要时是否与供应商建立资讯系统的连结，与供应商分享

顾客与制程知识，并主动与供应商提供协助、辅导，以改善

该产品的进料品质与交期。

（1）对影响该产品品质的供应商，有相关的协助辅导

措施，以改善该产品的进料品质与交期。

（2）供应商建立资讯连结及沟通管道，以利于及时发

现该产品可改善的空间，并能共同协力提升该产品的整体品

质。

（3）公司对于该产品的进料品质与交期资料予以记录、

整理并进一步分析，并定期提供供应商做评鉴、分级与筛选。

（4）公司于该产品开发设计时，将供应商体系的相关

零组件品质纳入考量，并协同整合各供应商零组件的连结介

面。

5、是否建立品质绩效的衡量指标并确实评估以作为持

续改善的依据？

重点检视公司该产品是否使用各种适当的衡量指标、统

计方法或品管工具（抽样、田口方法、品质管制图、鱼骨图、

可靠度分析、品质机能展开、顾客满意度调查等）来评估其

品质绩效，并与同业进行比较，同时兼顾内、外部顾客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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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持续地进行检讨与改进，进而获得品质验证与奖项的荣

誉。

（1）公司对于该产品建立各种适当的指标来衡量品质

绩效，并与同业进行比较分析，以拟定对应措施，进而达成

持续改善。

（2）公司全员运用适当的统计方法或品管工具来评估

该产品的品质绩效，并持续进行检讨与改进。

（3）公司致力减少该产品的品质瑕疵及顾客使用抱怨

率，藉此提升顾客的满意度及再购买的意愿。

（4）该产品获得国内外相关产品验证、认可或奖项的

肯定，以提升公司的形象与世界知名度。

四、营销
1、是否建立健全国内外营销渠道？

（1）该产品是否有针对不同市场的不同经销商进行充

分的调查与资讯搜集，以作为渠道选择的依据?

（2）是否定期评估经销商的绩效，如何评估?

（3）是否定期召开经销商会议，宣布传达公司理念，

凝聚共识?

（4）确保经销商认同本公司营销策略和品牌理念的做

法有哪些，成效如何？

（5）公司如何协调不同渠道对产品的销售策略？

（6）公司如何管控不同等级渠道对产品的销售策略，

如批发、中盘、零售？

2、营销部门是否定期收集市场有关竞争产品的资讯及

调查顾客满意度并作为改善顾客满意的依据？

（1）公司如何有效地做产品的市场区隔，且锁定最符

合公司能力的目标市场，以进行适当的定位策略。

（2）公司会透过哪些方法搜集竞争产品的资讯。

（3）公司会固定搜集哪些面向的竞争产品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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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营销部门与客服部门间在经营管理上的关系是什

么，如何解决客户问题。

（5）公司如何针对潜在市场进行评估，以开拓新市场。

（6）公司的主要客户分布地区是否与公司的策略目标

相符合。

（7）公司是否针对顾客满意度进行调查并建立稽核机

制，以作为顾客满意度改善及企业内部奖惩的依据。

（8）公司如何激发消费者再次购买的欲望。

3、营销部门是否建立健全的顾客服务系统(包括顾客诉

怨处理与维修服务)？

（1）营销部门与顾客服务部门的从属或互动关系如何，

工作任务如何协调。

（2）公司如何激励消费者持续购买的欲望。

（3）公司维持顾客忠诚度的机制。

（4）公司如何处理顾客诉愿问题。

（5）公司如何建立和维护顾客服务系统。

（6）营销部门与维修部门间在经营管理上的关系是什

么，如何协调工作。

（7）公司有没有进行顾客资料库管理，管理的重点有

哪些。

（8）公司对顾客资料库管理做了哪些主动的应用。

4、是否积极推广产品核心价值及品牌特性？并有商品

定位的作业？

（1）该产品品牌是否属于自创品牌以及其未来目标。

（2）该产品品牌曾经获得的奖励情况，及该品牌登录

的国家有多少。

（3）公司内是否建立品牌知名与形象评价制度，所花

的经费占总营业额及品牌推广费用的比率有多少。

（4）公司的品牌识别体系建立后，是否随时代变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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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求做过修正。

（5）是否有可令人朗朗上口的语音或可理解的文字，

以表达该产品的核心价值。

（6）公司品牌识别体系是否与标志、商标、标语及产

品、销售、公关、广告等搭配用。

（7）是否有固定的部门或专人推广产品核心价值及品

牌特性，成果如何。

（8）哪些部门或哪些人需要参与推广产品核心价值及

品牌特性的策略制定。

（9）经销商或渠道商在推广产品核心价值及品牌特性

的任务中，有无角色扮演，担负什么任务。

5、是否建立具体推广品牌的作法，而且有编列推广预

算以及配置专业人员来执行相关工作？

（1）公司在推广品牌时，如何锁定目标市场，并针对

竞争者进行调查。

（2）公司利用哪些媒体推动自有品牌，以及使用媒体

的频率。

（3）公司每年投入在建立品牌上的经费，占营业收益

的比率为多少。

（4）公司是否有成立专责单位制定品牌推广策略，此

一单位如何运作。

（5）销售渠道如何配合品牌价值或品牌形象的推广。

（6）公司中参加品牌策略的人员层级如何。

（7）品牌策略与公司愿景的搭配关系如何。

（8）品牌推广的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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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申报产品分类代码

A. 电子、电器、通讯、数字化产品类

AA. 消费性电子及电器产品

0101 消费性电子产品

0102 安防监控、摄像、录音及储存辨识分析产品

0103 音响、影视产品及投影设备

0104 卫星导航及电子字典

0105 商业和办公室电子、电器设备

0106 车用电子产品

0107 其它电子、电器产品

AB. 网路、通讯产品

0111 固定电话、传真机

0112 手机及移动通讯产品

0113 无线通讯、传输接收器材

0114 数据通讯产品

0115 视屏会议系统

0116 网路应用产品

0117 其它通讯产品

AC. 电脑硬件及外设设备

0121 电脑、电子阅读器、播放机、学习游戏机等主机产品

0122 显示器、储存硬盘、打印机、印相机、绘图机及割字机等外设设备

0123 工作站、 路由器、不间断电源、储充电等设备及耗材

0124 核心软件产品

AD. 数字化、智能化软件产品

0131 工业软件及集成系统产品

0132 数据采集、传输、储存系统产品

0133 智能分析、控制系统产品

0134 传感元（器）件产品

B. 新能源、节能、环保产品类

BA. 太阳能、风能及其它新能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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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 太阳能利用（发电、热水、取暖、照明、动力等）产品

0202 风能利用（发电、动力、照明等）产品

0203 地（水）热、潮汐能等其它可再生能源利用产品

0204 余热、制动等能源回收利用产品

0205 高性能储能电池等储能、逆变、整流设备

BB. 新光源类产品

0211 半导体照明（LED）灯具、节日灯及相关产品

0212 道路交通、园林、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节能照明产品

0213 电子幕墙、液晶显示器等其它新光源产品

BC. 节能设备及部件

0221 节能电机、变频器、电子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

0222 螺杆压缩机（泵）等新型节能产品

BD.环保低碳产品

0231 环保设备及易耗品

0232 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处理和减排装置

0233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碳回收的装置及相关产品

C. 食品、医药产品类

CA. 食品饮料

0301 工厂化生产的系列包装食品

0302 工厂化生产的罐装饮料

0303 工厂化生产的冷链速冻食品

0304 烟酒糖及调味品

CB. 保健品类

0311 生物萃取保健品

0312 化学合成中药保健品

0313 辅助治疗保健品

CC. 医疗药品

0321 化学及生物萃取原料药

0322 中药制剂

0323 化学制剂

CD. 卫生防护用品

0331 个人防护用品

0332 卫浴产品

0333 环境卫生设备

0334 防疫、空气净化、消毒杀菌等设备及耗材

D. 生活、文化创意产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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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时尚生活产品

0401 金银、珠宝及其它材料饰品

0402 钟表、文具、装饰品

0403 礼品、工艺品

DB. 文化创意产品

0411 文化创意产品

0412 其它

DC. 休闲、娱乐及运动用品

0421 运动用品

0422 旅游休闲用品

0423 娱乐用品

0424 玩具

0425 乐器

0426 教具

0427 宠物用品

0428 其它

E. 服装、纺织、皮革产品类

EA. 服装、服饰

0501 服装类

0502 服饰类

EB. 纺织品

0511 面料类

0512 辅料类

0513 丝、线、纤维等其它纺织品及原料

EC. 皮（塑）革制品

0521 服饰类

0522 鞋类

0523 箱、包、袋类产品

F. 家具、建材、五金工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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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家具、厨具及家用品

0601 一般家具

0602 办公家具

0603 公用家具

0604 餐厨家具、用品

0605 家用品、寝饰品

0606 婴幼儿用品

0607 其它

FB. 建材、消防及安全防护产品

0611 建材、壁材、地材、装潢材料

0612 门窗制品

0613 安全防护产品

0614 消防器材

0615 其它

FC. 家用五金、手持工具

0621 五金制品

0622 手持工具

0623 其它

G. 精密仪器、医疗器材类

GA. 精密仪器仪表

0701 仪器 、仪表、传感元器件等

0702 光学器材

0703 检测、测试仪器

GB. 医疗器材

0711 治疗器械

0712 医疗辅助器械

0713 康复器械

0714 医疗耗材

0715 医疗检验器械

H. 化工、塑胶、包装产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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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化工制品

0801 化工原料及制品

0802 日用化学品

0803 染料、颜料、油墨类

0804 油漆涂料

0805 合成树脂

HB. 塑胶制品

0811 工程塑胶制品

0812 塑胶零部件

0813 日用塑胶制品

HC. 包装产品

0821 包装材料

0822 包装容器

0823 其它

I. 交通工具类

IA.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及零配件

0901 自行车

0902 电动自行车

0903 摩托车

0904 动力电池等相关配件

IB. 汽车、航空、船舶及零配件

0911 汽车及零配件

0912 电动汽车及零配件

0913 航空设备及零配件

0914 船舶及零配件

0915 其它

J. 机械、电气、家电产品类

JA. 机械设备

1001 机床等机械加工设备

1002 橡塑胶、皮革机械

1003 食品、医药机械

1004 纺织、制衣机械

1005 光电与半导体设备

1006 印刷包装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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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 搬运仓储机械

1008 工业用制冷、空调、净化等环境设备

1009 其它机械设备及耗材

1010 机械设备数控软件

JB. 电力、电工设备、器材

1021 发电、电力输送、变电设备

1022 电工器材、电工工具类

1023 电机等电力拖动设备

JC. 家用电器

1031 家用制冷电器具

1032 家用空气调节器

1033 家用厨房电器具

1034 家用通风电器具

1035 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

1036 家用美容、保健护理电器具

1037 家用电力器具专用配件

1038 其他家用家用电力器具

K 冶金类

KA 黑色金属

1101 黑色金属长材

1102 黑色金属扁平材

1103 黑色金属型材

1104 其他黑色金属钢材

KB 有色金属

1111 铜及铜合金加工材

1112 铝及铝合金加工材

1113 其他有色金属加工材

Z. 其它

ZA. 其它

1101 其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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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评选委员会成员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 浙江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2、 浙江省食品工业协会
3、 浙江省船舶行业协会
4、 浙江省太阳能光伏行业协会
5、 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
6、 浙江省水泥协会
7、 浙江省丝绸协会
8、 浙江省建材工业协会
9、 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
10、浙江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
11、浙江省物联网产业协会
12、浙江省电机行业协会
13、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
14、浙江省电力行业协会
15、浙江省煤炭行业协会
16、浙江省工业设计协会
17、浙江省管理咨询与培训协会
18、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
19、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学会
20、浙江省家用电器协会
21、浙江省电线电缆行业协会
22、浙江省汽车零部件产销联合会
23、浙江省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24、浙江省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25、浙江省石油和化学工业行业协会
26、浙江省家具行业协会
27、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
28、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
29、浙江省五金制品协会
30、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
31、浙江省纺织行业协会
32、浙江省电梯行业协会
33、浙江省输配电设备行业协会



27

34、浙江省汽车行业协会
35、浙江省企业信息化促进会
36、浙江省节能协会
37、浙江省工艺美术品行业协会
38、浙江省健康产品化妆品行业协会
39、浙江省酒业协会
40、浙江省冶金有色行业协会
41、浙江省燃气具和厨具厨电行业协会
42、浙江省塑料行业协会
43、浙江省农业机械工业行业协会
44、浙江省产业用纺织品和非织造布行业协会
45、浙江省建筑卫生陶瓷协会
46、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
47、浙江省涂料工业协会
48、浙江省缝制机械行业协会
49、浙江省首席信息官协会
50、浙江省包装联合会
51、浙江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52、浙江省中药材产业协会
53、浙江省工业经济联合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54、杭州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55、宁波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56、温州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57、绍兴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58、湖州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59、金华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60、舟山群岛新区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61、衢州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62、台州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63、义乌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抄送：浙江省经信领域行业协会党委，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

浙江省输配电设备行业协会秘书处 2023年2月2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