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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介绍

为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以品牌化助力乡村振兴，按照民政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的《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

通知》要求，新华社所属《中国名牌》杂志社在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并于近日启动“《中国名牌》

乡村振兴示范基地”推选认定工作，拟在全国范围内甄选 100 家“乡

村振兴示范基地”，凡入选单位或品牌均由《中国名牌》提供价值不

低于 100 万元的传播支持。

二、申报条件

示范基地分为三类：乡村振兴领域内的地方公共品牌、产业园区

品牌、企业或产品品牌。

1.申报主体具有法人资格，成立不少于 3年（含 3 年）；

2.深耕乡村振兴产业领域，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3.与合作社或农户、农民等建立了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有效拓

展了周边农民的增收和就业空间，社会效益明显；

4.产业园区品牌与企业品牌申报主体连续三年营业额不低于

1000 万元，近三年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达 5%以上，并形成了可持续

的经营模式，经济效益明显；

5.三年内在推动社会创新和乡村振兴方面获得有关方面肯定，社

会效益明显。

三、申报材料



申报主体提出申请时须提交以下材料（纸质、电子材料各一份）：

1.正式申请报告文件；

2.经审核的《中国名牌》乡村振兴示范基地申报表；

3.按申报条件提供的辅证材料；

4.专家推荐意见。

四、申报程序

1.主体申报：品牌主体对照相关条件自愿申报，如实填写申报书

（参见附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材料审核：《中国名牌》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对上报材

料进行审查,对申请主体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主体申报内容是否属实

等有关方面进行初步审核，并形成推荐意见。

3.调研考察：根据市场信息，综合调研意见，对申报主体的产品

质量、技术水平、产品信誉、市场知名度和占有率、经济效益、发展

前景等进行综合评价(对自行申报的企业可以向申报单位所在区域有

关部门征求意见，必要时对申报单位生产及销售现场进行抽样调查)。

4.综合审议：《中国名牌》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依据推选认定管

理办法，组织专家评审会，对符合条件申报主体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

形成推选名单。

5.公示核定：通过中国名牌网面向社会公示推选名单，广泛征求

社会意见。

6.确认发布：发布经公示最终确定的推选名单，颁发“《中国名

牌》乡村振兴示范基地”证书、牌匾。



五、填报说明

1.各项内容须如实填写，不得空缺，不得弄虚作假；

2.本申报书只适用于一种品牌的申请，同一申报单位的多个品牌

需分别填报申报书；

3.《申报书》由品牌主体企业填报，封面必须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4.以万元为单位的指标需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部分指标需申请

单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复印件；

5.经过品牌主体申报、材料汇总初审、征求主管部门意见、专家

评审委员会评审后由《中国名牌》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出具最终审定意

见；

6.此表需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纸质版统一按照制定的申请表填

写，一式两份，需另附说明材料的，按顺序依次附后。

全部申报材料需装订成册邮寄至：北京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

97号《中国名牌》全媒体 邮编：100031

电子版以电子邮件形式提供，统一打包压缩发送至《中国名牌》

公共邮箱：public@zgmp.net.cn ；

《中国名牌》乡村振兴示范基地申请

网站：www.chinatopbrands.net

联系人：曾女士  联系电话：010-63077364

表

一、基本信息

mailto:xczxppfh@126.com
mailto:354428959@qq.com；
http://www.chinatopbrands.net


品牌持有单

位名称

品牌标识 （提供矢量图或TIF、JPG（不小于400k）

品牌名称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网址

申请事项※ 申请项目需审核，请在☑内打“√”

一．产品类别 （产品类别--单选）

□ 地方公共品牌

□ 产业园区品牌

□ 企业品牌

二．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单选）

□ 升级版

（价值 200 万元以上，收费 15 万元

□初级版

（价值 100 万元以上） ）

1.获得“《中国名牌》乡村振兴示范基地”

证书和牌匾

2.《中国名牌》杂志全年 12 期版权页前品牌

名片展示

3.中国名牌网“乡村振兴示范基地”专题展

示：分别以视频或图片形式展示企业 logo

或名称，全年展现基地品牌、产品

4.获得新华社重点电商项目“新华优品”及

中国名牌网乡村精品旗舰店优先选品权，且

1.获得“《中国名牌》乡村振兴示范基地”

证书和牌匾

2.《中国名牌》杂志全年 12 期版权页前品牌

名片展示（排序及展示尺寸优化）

3.中国名牌网“乡村振兴示范基地”专题展

示：分别以视频或图片形式展示企业 logo 或

名称，全年展现基地品牌、产品

4.获得新华社重点电商项目“新华优品”及

中国名牌网乡村精品旗舰店优先选品权，且



不需再承担任何进场费用

5.《中国名牌》杂志、中国名牌网、《中国

名牌》公众号、今日头条，一点资讯、搜狐、

新浪等《中国名牌》全媒体传播矩阵信息推

广 1次

6.示范基地负责人将受邀出席相关峰会、论

坛开幕式并参加圆桌会议，安排各种形式演

讲发言

7.案例参选每年的“年度乡村振兴品牌报告”

8.列入“《中国名牌》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调研基地名单库，纳入年度调研行程单

不需再承担任何进场费用

5.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网客户端、《中国名

牌》杂志、中国名牌网、《中国名牌》公众

号、今日头条，一点资讯、搜狐、新浪等《中

国名牌》全媒体传播矩阵信息推广 5次

6.示范基地负责人将受邀出席相关峰会、论

坛开幕式并参加圆桌会议，安排各种形式演

讲发言

7.案例入选每年的“年度乡村振兴品牌报告”

8.自动列入“《中国名牌》乡村振兴研究中

心”调研基地名单，纳入年度调研行程

9.指定配备一位高级品牌专家，为基地提供

品牌方面的咨询、舆情应对服务

10.示范基地负责人参与中国名牌全媒体“品

牌面对面”视频高端访谈，在新华社客户端、

新华网客户端播出

11.帮助协调新华社及其他各类公共资源对

接

12.帮助协调央视露出

申报单位及产品简介※（500 字以内）：

（内容包括单位发展情况、经营范围、经营理念、产业优势和申报产品特点、优势、销售区域等）

二、申报产品销售指标（2019-2021）

指标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销售总量

（不含出口）

销售总额

（不含出口）
（万元） （万元） （万元）

销售利润额

（不含出口）
（万元） （万元） （万元）

质量检测合格率 % % %

品牌研发/宣传经费 （万元） （万元） （万元）

三、综合指标

申报产品

检验、认证情况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

品、无公害农产品证书

需在有效期内）

□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认证；

□产品获得有机农产品认证；

□产品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产品通过 ISO 9001 管理体系认证；

□产品通过 ISO 22000 管理体系认证。

（可复选）

需提供相关检验/

奖励/认证证书

（复印件加盖公

章）

企业信用评价

□国家级质量奖励；

□省（区、市）级质量奖励；

□市级质量奖励； □县级质量奖励；

□企业信用等级 ；

□国家或省、市级龙头企业。



申报产品质量指标

□产品质量指标达到国际标准； □产品质量指标达到国家

标准； □产品质量指标达到地方标准； □产品质量指标

达到行业标准； □产品质量指标达到企业标准。

品牌产品销售渠道

□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大型超市；□酒店会所；

□农产品展销会；□便利店；□品牌专卖店；□网络销售；

□品牌特许加盟店； □其他 。（可复选）

品牌管理与专职人员

□从事品牌管理相关部门和人员； □设有兼职品牌管理部

门和人员；

□设有专职的品牌管理部门和专职人员，成立年份 年，部

门人数 人。

品牌管理体系

□有统一的品牌标识/包装应用体系；

□品牌统一管理制度及溯源机制；

□定期开展消费者品牌满意度调查；

□有健全的质量控制体系。 （可复选）

市场推广

□参加国家级博览会、展销会、产销对接

等品牌营销活动；

□参加省级博览会、展销会、产销对接等

品牌营销活动；

□参加地市级博览会、展销会、产销对接

等品牌营销活动。 （可复选）

需列明活动名称、

主办单位、参加时

间、参加地点

企业自主知识产权

（创新成果）

□国家政府部门颁发的科学技术奖项；

□省级政府部门颁发的科学技术奖项；

□发明专利 个；

□实用新型专利 个；

□外观设计专利 个。

需提供相关奖项/

证书（复印件加盖

公章）



获得各类荣誉称号、标

志、证书

情况

□中国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

□省级名牌产品、驰名商标；

□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 □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

□市级农产品品牌；

□其他荣誉、奖项 。（可复选）

需提供所获荣誉证

书（复印件加盖公

章）

品牌美誉、媒体宣传

□中央级主流媒体正面宣传； □省级主

流媒体正面宣传；

□传统媒体正面宣传（报纸、杂志等）；

□户外媒体正面宣传（路牌、海报等）；

□网络媒体宣传推广；

□企业自媒体宣传推广（网址、公众号、

短视频平台等）。 （可复选）

列明媒体名称、报

道标题、链接

四、品牌填报数据信息真实性承诺

本单位自愿参加“《中国名牌》乡村振兴示范基地”推选认定工作，遵守推选

认定工作的各项规则，并对所填报各项数据、信息及所提交各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申报单位公章）



审 定 意 见

《中国名牌》乡村

振兴研究中心

审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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