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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场质量信用等级评价申请书
编号：

企业/机构

名称
（必填） 法人代表 （选填）

企业/机构

注册地
（选填） 邮政编码 （选填）

经办人 （必填） 电话 传真 （选填）

部门 （选填） 手机 （必填） 电子信箱 （必填）

联系地址 （必填）

企业/机构

网址
（选填）

企业/机构

简介
可另附纸。

申请类别

□企业/机构 □品牌 □产品 □工程 □ 服务

*说明：1、申请企业/机构可根据需要勾选一个或多个类别

2、以下项目内容根据此栏勾选的类别填写相应信息

3、如同一类别含多个项目可分别依次列出

申报企业/机构名称
1、如申报企业/机构类别，请填写申报企业/机构名称

申报品牌名称
1、如申报品牌类别，请填写申报品牌名称

2、…….

申报产品名称
1、如申报产品类别，请按次序填写申报商标名称(前)+产品名称(后)
2、……

申报工程名称
1、如申报工程类别，请填写申报工程名称

2、……

申报服务名称
1、如申报服务类别，请填写申报服务名称

2、……

如达到 AAA级，拟申请称号
□用户满意

□用户满意标杆

是否申

请公示

□是
□否

备注：

申请“用户满意标杆”称号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其中之一：

（一）已获得市级或以上政府质量奖（须提供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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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续三年获得中国质协市场质量信用等级评价 AA级以上（须提供证书）；

（三）通过卓越绩效管理评审获得 550分以上（须提供主办方出具的卓越绩效管理评审报告）。

承诺书

1.市场经营活动中严于律己诚信经营，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

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三包规定”等法律法规，

杜绝虚假宣传、误导欺诈、侵害其他组织利益等各种失信违法行为，营造

健康有序、守信公平的竞争环境。

2、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不断增强质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落实企业/机构主体责任，保证和提高产品、服务质量，满足市场需求，增

强人民群众的消费信心。

3、推行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完善各项质量管理体系，在生产和服务

各环节中严格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质量控制。

4、建立质量安全事故主动报告制度，严格落实质量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及时解决消费者质量投诉，自觉履行产品质量召

回、“三包”等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5、了解用户需求，满足用户需要。树立以用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和以

用户满意为标准的质量理念，提供基于用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6、建立和完善消费提示制度。通过及时、全面整合产品质量信息，为

消费者提供切实有效的消费指导，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7、尊重消费者各项权利，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认真接受、处理消费

者的意见和投诉，自觉接受社会、群众、新闻舆论的监督检查。

8、积极推进用户满意工作，以打造用户满意企业/机构为目标，持续

追求用户满意，不断提升企业/机构品牌竞争力。

承诺企业/机构（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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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

开具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账号： 项目：调查测评费

注：请填写后，分别提交单位盖章的图片版和未盖章的WORD 格式 Email至省

精准医学学会指定邮箱：yjf@gdpmaa.com



- 10 -

附件 2

2020年广东省市场质量信用

等级评价

申报材料

□企业/机构类 □品牌类 □产品类 □服务类 □工程类

企业/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所在地市：

填报时间：2020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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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 2020年度市场质量信用等级评价申报填写材料包括《市场质

量信用等级评价信息表》、《被访者信息登记表》以及《企业/机

构市场质量信用工作介绍》三个部分。

2. 《市场质量信用等级评价信息表》用于填报评价对象的具体

信息，信息表分为企业/机构类、品牌类、产品类、工程类、服

务类五个类别，企业/机构须根据《市场质量信用等级评价申请

书》中所填写的申请类别选择相应类别的市场质量信用等级评价

信息表来填写，同时申请多个类别请填写多个信息表，不在申请

类别范围内的信息表无须填写。信息表中不适用或无法提供的数

据请填写“/”。

3.《被访者信息登记表》用于填报评价对象的用户联系方式，供

用户满意度调查使用，用户评分结果将作为市场质量信用等级评

价的重要依据。申请企业/机构类和品牌类类别可提供 1-100 个

用户名单，申请产品类、服务类和工程类等类别可提供 1-50 个

用户名单。企业/机构如同时申请多个类别，且多个类别之间对

应的用户不同，请针对每个类别单独填写被访者信息登记表。如

多个类别之间对应的客户相同，则填写一份被访者信息登记表即

可。

4.《企业/机构市场质量信用工作介绍》主要作为企业/机构分享

工作经验所用，申请“用户满意标杆”称号的企业/机构请尽量

详细填写企业/机构市场质量信用工作介绍，其他企业/机构可视

自身情况自愿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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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质量信用等级评价信息表（企业/机构类）
企业/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负责申请部门名称

联系人 联系人职务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子信箱

通信地址 （含邮编）

三年内重大安全、质量事故 □有 □无

申报企业/机构名称 （必填）

工业企业/机构填写

年处理退赔次数 保修期返修率 (%)

主导产品名称 年产量(台件)

年销售量(台件) 国内市场占有率(%)

产品抽检合格率

工程企业/机构填写

主要工程名称 工程建筑面积（平方米）

工程造价（万元） 工程建设时间

工程验收合格率 工程竣工及验收时间

服务企业/机构填写

年处理退赔次数 年接待投诉次数

主要服务项目名称 年接待人次

注：1. 以上栏目由企业/机构据实填报，以上一年度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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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质量信用等级评价信息表（品牌类）
企业/机构名称: （加盖公章）

负责申请部门名称

联系人 联系人职务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子信箱

通信地址 （含邮编）

三年内重大安全、质量事故 □有 □无

申报品牌名称 （必填）

工业企业/机构填写

年处理退赔次数 保修期返修率 (%)

主导产品名称 年产量(台件)

年销售量(台件) 国内市场占有率(%)

工程企业/机构填写

主要工程名称 工程建筑面积（平方米）

工程造价（万元） 工程建设时间

工程验收合格率 工程竣工及验收时间

服务企业/机构填写

年处理退赔次数 年接待投诉次数

主要服务项目名称 年接待人次

注：1. 以上栏目由企业/机构据实填报，以上一年度数据为准；

2.如提供图标格式作为品牌名称的企业/机构，请提供 CDR 格式的品牌名称文件。

3.若是同一个品牌多个产品，只能选择某一个主导或主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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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质量信用等级评价信息表（产品类）
企业/机构名称: （加盖公章）

负责申请部门名称

联系人 联系人职务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子信箱

通信地址 （含邮编）

推

荐

产

品

基

本

情

况

产品名称 （必填） 产品型号及规格

商标名称 （必填） 国内市场占有率(%)

年产量(台件) 年销售额(万元)

年销售量(台件) 保修期返修率(%)

年处理退赔次数 产品抽检合格率(%)

售后服务网点数 售后服务职工人数

获省、部级以上

质量奖励情况

目前该产品关键质量特性指标分别是

1.

2.

3.

注：1. 以上栏目由企业/机构据实填报，以上一年度数据为准；

2. 产品必须填写型号、规格，填写系列产品推荐无效；

3. 提供产品检测报告复印件；

4. 如提供图标格式作为产品商标名称，请提供 CDR 格式的商标产品名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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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质量信用等级评价信息表（服务类）
企业/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负责申请部门名称

联系人 联系人职务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子信箱

通信地址 （含邮编）

被

推

荐

服

务

基

本

情

况

专项服务名称 （必填） 服务机构名称

服务内容及标准

用户投诉次数

服务职工人数 每年服务人次

目前服务关键质量特性指标分别是

1.

2.

3.

注：1. 以上栏目由企业/机构据实填报，以上一年度数据为准；

2. 服务应填写企业/机构的专项服务名称(不是企业/机构的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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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质量信用等级评价信息表（工程类）
企业/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负责申请部门名称

联系人 联系人职务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子信箱

通信地址 （含邮编）

主要工程名称 工程验收合格率

被

推

荐

工

程

基

本

情

况

工程名称 （必填） 工程造价（万元）

工程类别：1.公共建筑 2.市政工程 3.交通工程 4.住宅工程 5.其它

建设单位（用户）名称

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竣工日期 验收日期

工程地点

工程设计单位 工程监理单位

获地区、行业优

质工程情况

目前工程关键质量特性指标分别是

1.

2.

3.

建设单位（用户）满意度评价鉴定意见：

（请建设单位从该建筑工程项目的工程质量、施工服务、工程设计的建设性意见、后续维护、总

体评价、改进建议等方面对该项目施工方予以评价说明）

建设单位（用户）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以上栏目由企业/机构据实填报，建设单位（用户）签字盖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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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信息登记表
被评价对象：

序号 姓名 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 E-mail（含传真号）

备注：1.请在表头处填写上述用户对于的被评价对象，企业/机构类对应的被评价对象为被评价企业/机构名字，

品牌类对应的被评价对象为“XX 公司的 XX 品牌”，产品类对应的被评价对象为“XX 公司生产的 XX 品牌 XX 产品”，

服务类对应的被评价对象为“XX 公司提供的 XX 服务”，工程类对应的被评价对象为“XX 公司建设的 XX 工程”。

如一份用户名单同时对应企业/机构的多个申请类别，可在被评价对象处列出所有对应的申请类别。

2. 本表为企业/机构提供用户满意度测评时采集被访者信息的登记表；

3．请以 EXCEL 或 WORD 格式提供,不接受纸质版、图片格式或其他格式的电子版；如确实提供名单困难，

请注明，并需提第三方满意度调查报告；

4. 申请企业/机构类和品牌类评价的可提供 1-100 个用户名单，申请产品类、服务类和工程类评价的可

提供 1-50 个用户名单；

5. 产品/服务使用者为个人的被访者“工作单位”一栏可不填；

6. 被访者信息应准确无误，以免影响调查效果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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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机构市场质量信用工作介绍

***企业/机构（品牌、企业/机构、产品、工程、服务）

市场质量信用工作介绍

1.情况概述（500字以内）

2.主导产品（主要工程）和主要经营服务项目（500字以内）

3.企业/机构在运营中的资源保障情况。（1000字以内）

包括企业/机构维持和改进质量水平的人力资源情况、确保产品

质量所必须具备的生产设备检验机制、持续改进技术工艺质量方面的

能力、通过对生产条件和生产环境的管理减少环境污染等方面。

4.企业/机构在生产、服务过程中的质量保障情况（2000字以内）

生产制造业企业/机构在产品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售后等生

产过程中的质量保障具体做法；服务业企业/机构在服务设计、服务

提供、过程监控及跟踪等服务过程中的质量保障具体做法。侧重体现

在过程中，围绕质量保障开展工作的具体方法和举措。

5.顾客关系管理的主要目标、措施和经验（5000字以内）

重点描述如何吸引客户、识别关键顾客，如何构建与关键顾客密

不可分的关系，在客户价值链上实现共赢所采用的战略层面、管理层

面、现场操作层面的理念、方法、做法等。可以辅以典型案例进行说

明。
注：可附有关内容的证实性材料，证实性材料字数不在上述字数统计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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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市场质量信用等级评价第三方满意度
调查要求

一、主办单位按照国家标准《顾客满意测评通则》

（GB/T19039-2009）、《顾客满意测评模型和方法指南》

（GB/T19038-2009）中的有关技术要求统一对参与活动的项

目开展第三方用户评价。在收到申报企业/机构的用户资料后

即进行满意度调查，活动结束后提供用户满意度评价证书和

调查报告。主办单位会对申报企业/机构提供的所有资料包括

用户名单谨守保密承诺。

二、提交用户名单调查样本量和调查工本费具体要求如

下（单项）：

市场质量信用等级 调查样本量 调查工本费

企业/机构类 不超过 100个 7900元

品牌类 不超过 100个 7900元

产品类 不超过 50个 5900元

工程类 不超过 50个 5900元

服务类 不超过 50个 5900元

说明：用户满意工程调查用户包括大业主（发展商）和小业主（终端用户）

申报企业/机构如有多个品牌/产品/工程和服务，应明

确申报的具体品牌/产品/工程和服务名称，分别独立申报；

有独立分支机构的大型企业/机构和连锁企业/机构，应以各

分支机构为主体，独立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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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活动只收取调查工本费，用于对申报企业/机构

提供的用户名单开展调查，涉及问卷印刷、满意度调查、数

据统计、分析汇总、信息反馈以及提供调查报告、评价证书

等内容，其余费用不再收取。

款项请汇至 广东省质量协会

户 名：广东省质量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府前路支行

账 号：3602 0966 0900 0098 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