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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礼物·大连名品”认定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连礼物·大连名品”认定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要求、程序、申请、专家评
定、现场审核和产品抽检、证书发放、公示确认。
本文件适用于“大连礼物·大连名品”的认定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金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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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7924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
GB/T 20014.1 良好农业规范 第1部分:术语
GB/T 20014.2 良好农业规范 第2部分:农场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20014.3 良好农业规范 第3部分:作物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20014.4 良好农业规范 第4部分:大田作物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20014.5 良好农业规范 第5部分:水果和蔬菜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20014.6 良好农业规范 第6部分:畜禽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20014.9 良好农业规范 第9部分:猪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20014.10 良好农业规范 第10部分:家禽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20014.14 良好农业规范 第14部分:水产池塘养殖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20014.15 良好农业规范 第15部分:水产工厂化养殖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27341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 食品生产企业通用要求
GB/T 38651.1 公共信息标志载体 第1部分:技术要求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认证补充要求 1.0》(国家认监委公告[2018]第17号)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食药监食监[2018]103号）
《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规定》（国市监食检[2020] 184号）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19]第15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连礼物·大连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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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以展示大连优秀历史文化及代表大连城市（地域、景点）文化形象为核心，汇集城市与区域形
象、人文、历史、事件，具有一定艺术、审美与纪念、收藏价值的特色产品或馈赠礼品。
3.2
“大连礼物·大连名品”认定
依据“大连礼物·大连名品”认定通用要求,对申请企业的产品及材料进行专家评定、现场审核、
产品抽检等第三方评价的活动。
4 基本原则
4.1 自愿开放
“大连礼物·大连名品”认定面向全社会开放，由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社会组织自愿申请。
4.2 公平公正
“大连礼物·大连名品”认定活动按照本标准及相关规定开展，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公平公
正。
5 要求
5.1 申请企业
5.1.1
5.1.2
5.1.3
5.1.4

申请企业应为大连地区注册的独立法人。
申请企业需同时满足从事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养殖、种植）、经营服务的企业。
申请企业应遵纪守法、诚信经营，严格按标准要求申请相关活动。
申请企业生产的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规定。

5.2 申请产品
5.2.1 工艺性
在材料应用、加工工艺等方面表现突出，质量优异、结构严谨、图案饱满、色彩合理、做工精良。
产品应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
5.2.2 市场性
应满足广大市民和旅游消费者购物的需求，品牌知名度高，定价合理，在市场上受欢迎程度高，购
买者口碑较好。
5.2.3 文化性
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反映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体现东北文化、海洋文化和民俗文化内涵。
5.2.4 创新性
注重科技与文化融合，设计创意新颖、独特，技艺或品种独创。不落俗套，引领流行趋势，并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具备进一步深化设计、完善产品、批量生产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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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种类
申请的产品应契合“大连礼物·大连名品”的定义，种类丰富，包含但不限于：
a) 历史人文产品；
b) 大连知名产品；
c) 形象宣传产品；
d) 工艺美术产品；
e) 当地特产产品；
f) 设计创意产品；
g) 信息载体产品；
h) 景区主题产品等。
6 程序
“大连礼物·大连名品”认定程序主要包括认定申请、专家评定、产品抽检及现场审核、证书发放
等环节，见图1。
企业申请

提供相关材料

专家评定

不通过

未通过通知书

通
过
产品抽检及现场审核

不通过

未通过通知书

通
过
形成结论，
出具报告

发放证书

公示确认

图1 “大连礼物·大连名品”认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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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请
7.1 资质
申请企业资质应符合5.1要求，申请产品应符合5.2要求。
7.2 申请材料
应参照表1提交申请所需材料。
表1 申请材料
名称

序号
1

营业执照

2

生产许可证

3

经营许可证

4

产品检测报告

5

产品执行标准

6

其他行业许可证明

备注

8 专家评定
8.1 评定内容
8.1.1 品牌引领
企业申报的产品应具有行业、地区领先的品牌效应，包括但不限于：
a) 企业为产品制定品牌战略级实施计划，并提供相应的资源投入和保障；
b) 企业产品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美誉度、认知度和满意度；
c) 企业产品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8.1.2 品质卓越
企业应采用先进标准，保障产品质量的持续稳定，包括但不限于：
a) 产品标准直接采用国际先进标准；
b) 产品标准直接采用国家、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或地方标准；
c) 产品标准为企业标准，但产品性能指标优于国家、行业标准。
8.1.3 自主创新
产品应在关键的设计、制造、售后服务环节拥有较先进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成果，并予以应
用。
8.2 检验项目及抽样方法确定
评定专家根据产品实际情况，确定产品的抽检项目及抽检方法。
8.3 评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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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遴选方式
“大连礼物·大连名品”评定专家委员，需通过报名和推荐两种方式进行遴选。
8.3.2 遴选要求
8.3.2.1 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技术规范（标
准）；能以科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履行职责，为“大连礼物·大连名品”产品的评审及其执行情况
提出独立负责的书面评审意见。
8.3.2.2 具有较深厚的专业技术造诣，在所从事的技术和行业领域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事所属领
域或行业工作 5 年以上，并具备以下条件：
a) 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取得中级技术职称 5 年以上；
b) 年龄在 65 周岁以下，身体状况良好，能够正常参加有关技术业务工作和活动；
c) 熟悉大连文化、旅游相关产业发展情况及政策；
d) 在职在岗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遴选需得到本单位同意。
8.4 评定方式
8.4.1 由“大连礼物·大连名品” 开发领导小组组织，由专家组负责，实行组长负责制，原则上通过
专家评审会的方式进行评定，专家组一致同意为通过。
8.4.2 专家组原则上不少于 5 人，专家组成员应符合 8.3 的要求。
8.5 评定报告
评定报告由评定专家组给出结论，并出具报告，应包含参评产品的基本情况、产品的抽检项目、抽
检方法、评定小组人员的基本情况及评定结果。
9 现场审核和产品抽检
9.1 机构
由“大连礼物·大连名品” 开发领导小组认定的第三方认证机构。
9.2 现场审核
9.2.1 实施细则的制定
9.2.1.1 农副产品类
依据农副产品的产品标准以及GB/T 20014.1、GB/T 20014.2、GB/T 20014.3、GB/T 20014.4的要求
制定审核实施细则。
9.2.1.2 果蔬、禽畜类
依据其产品标准以及GB/T 20014.1、GB/T 20014 .2、GB/T 20014.3、GB/T 20014.5、GB/T 20014.6、
GB/T 20014.9、GB/T 20014.10的要求制定审核实施细则。
9.2.1.3 水产养殖类
依据其产品标准以及GB/T 20014.1、GB/T 20014.14、GB/T 20014.15的要求制定审核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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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4 地理标志产品等当地特色产品
依据其产品标准以及GB/T 17924、GB/T 20014.1、GB/T 20014.2、GB/T 20014.3、GB/T 20014.14、
GB/T 20014.15的要求制定审核实施细则。
9.2.1.5 加工食品类
依据其产品标准及ISO 22000：2018、GB/T 27341、GB 14881、《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
体系）认证补充要求1.0》、CCAA专项技术规范、《食品生产许可证审查通则》及相关类产品的审查细
则制定审核实施细则。
9.2.1.6 工艺品类
按其产品标准对实用性、装饰性、技艺性、批量生产性等要求制定相应的审核实施细则。
9.2.1.7 信息载体类
按产品标准及GB/T 38651.1的要求制定审核实施细则。
9.2.2 审核
认证公司审核人员应按实施细则对产品的种植、养殖或生产加工过程及环境进行符合性审核，并出
具现场审核报告。
9.3 产品抽检
9.3.1 依据 8.5 评定报告中确定的抽检项目及抽检方法进行产品抽检。
9.3.2 检测应有具有 CMA 或 CNAS 自制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
9.4 出具报告
根据现场审核及产品抽检结果出具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企业信息、产品信息、抽检结果、现场审
核结果、现场审核人员以及日期等。
10 证书发放
10.1 认证公司根据 9.4 中的报告，按照认证规则向通过审核的受审核组织发放《大连礼物·大连名品
认证证书》，作为“大连礼物·大连名品”开发领导小组评选的依据。
10.2 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3 年，每年需进行 1 次监督审核，如认证证书到期后持证人需继续保持认证，
持证人应在证书有效期届满三个月前提出再认证申请，再认证的程序同初次认证。
11 公示确认
取得证书的企业经开发领导小组公示确认后成为我市“大连礼物•大连名品”的供应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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