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是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属公

益二类事业单位，挂金砖国家标准化（浙江）研究中心、浙

江省物品编码中心牌子， 是浙江省综合性标准化研究与服

务机构。承担建设省部共建的“金砖国家标准化（浙江）研

究中心”，获批省委宣传部首批重点培育智库——“浙江省

标准化智库（之江标准智库）”， 是浙江省推进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领导小组确定的“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标准化研究中

心”，是浙江省“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成员单位。

现有员工 100 余名，其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 名，省政府特约研究员 1 人，博士学历 7 名，硕士学历 41

名，正高职称 7 名，高级职称 31 名，围绕社会管理、数字

经济、国际标准化等领域设立研究部门 7 个。

公益性履职一直是院的立院之本，发展之基。围绕省委

省政府及省局重点工作，主要职责为： 收集、翻译、管理、

分析研究国内外技术法规、标准 、合格评定程序等信息资

料工作，承担相关馆藏建设工作；WTO/TBT 信息的通报与咨

询、预警信息发布、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的评议与研究

工作； 标准化技术支撑工作，开展标准制定、项目评估论

证、绩效评价等技术服务工作；金砖国家标准化技术交流平

台建设工作，开展金砖国家标准化研究及技术交流合作；省

标准化智库、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标准化研究中心、中国物品



编码中心浙江分中心的建设和运行，开展省“一带一路”智

库标准化研究；商品条码、物品编码、 产品电子代码与标

识的业务管理和实施工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资源管理及其

数据库建设维护等工作，开展赋码后的校核、重错码核查工

作；标准、质量、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 物品编码及自动

识别技术等领域技术研究、咨询服务、培训和应用推广等工

作；商品条码、物品编码印刷品、自动识别技术产品的检验

业务。

同时，承担有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创

新服务基地建设、浙江省射频及物流信息系统质量检验中心

管理与运营和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秘书处等工作。

近年来，省标准院秉承“服务社会、服务政府、服务人

民群众”的核心价值理念，积极打造国内一流的标准化和质

量研究智库，相继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84 项，获省部

级以上领导批示 90余次，获省部级等各级科技奖励 20余项，

国家发明专利 13 项，主导制修订国家、行业、省级地方标

准 130 余项，出版专著 41 部。获“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组织奖，全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工作先进单位、全国质检系

统先进基层党组织、浙江省委全省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等荣誉称号。连续十五年被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考核评为

优秀单位。



一、收费项目及收费方式

经营服务性收费

按用户需求提供标准文本、有效性确认、标准查新、标

准翻译等标准咨询服务，主要包括标准评估、标准体系建设、

标准制修订、标准培训宣贯、标准制度建设、标准技术服务、

标准信息系统建设、标准咨询服务、标准资料服务等。

（一）标准咨询服务

1.标准图书资料发行、代购服务按照其定价收费；标签

3 元/张；邮寄费按成本协商收费。

2.标准文献咨询服务及标准资料提供按资料页数计费，

中文资料 1.2 元/A4 页、外文资料 2 元/A4 页。

3.培训机构、标准发行机构等合作客户按协议收费。

4．其它技术服务性收费均属于市场经营行为，根据不

同服务内容双方自愿、协商收费。

5. 培训服务为基于市场需求的自愿性培训，收费标准

在培训通知或协议中予以明确。

（二）商品条码收费

1.一次性加入费、系统维护费按物编中心函〔2019〕23

号收费；

2.胶片制作费、编码管理系统、编码管理系统维护费、

商品条码源数据采集、条码印刷品质量检验、条码印刷品质

量检验及条码质量控制技术服务、产品标签符合性测试以及



其他技术服务性收费，都是自愿购买，并按相关技术服务协

议收费。

二、涉企减负政策

（一）标准文献服务

标准图书资料发行、代购服务等标准文献服务，收费优

惠如下：

1.标准动态管理系统客户:减负优惠 9.5 折；

2.注册客户:5000 元至 10000 元,减负优惠 9 折；10000

元至 50000 元,减负优惠 8.5 折；50000 元以上,减负优惠 8

折。

（二）商品条码收费

为贯彻落实国家“放管服”改革精神，应对疫情，切实

减轻企业负担，协助企业复工复产、渡过难关，依据《中国

物品编码中心关于继续执行疫情期间阶段性条码服务费优

惠的通知》（物编函〔2023〕37 号文件），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继续执行阶段性条码服务费优惠措

施。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元）

备注 收费依据
原收费标准

2023 年 4月 1

日—2023 年 6

月 30 日

商品条码加入费 800 元 720 元
十三位数字标准码一次

性加入费
《中国物品编码

中心关于继续执

行疫情期间阶段

性条码服务费优

惠的通知》（物编
商品条码加入费 1200 元 1120 元

十三位数字标准码和八

位数字缩短码一次性加

入费



函〔2023〕37 号）商品条码系统维

护费
640 元/年 580 元/年 单个企业

商品条码系统维

护费
1200 元/年 1080 元/年 集团公司

商品条码系统维

护费
1200 元/年 1080 元/年 进出口公司

胶片制作费 32 元/ 张 32 元/ 张 单一条码符号

标准图书发行收

费以及其它技术

服务性收费

标准图书按照其定价发

行收费，其它技术服务

性收费根据服务内容，

双方协商收费

条码印刷品质量

检验及条码质量

控制技术服务

3600 元/ 家 自愿办理

条码印刷品质量

检验
180 元/ 批 自愿办理

条码管理软件服

务费

500 元 / 套 （含 2年维护

费）
自愿购买

其它技术服务性

收费

市场经营行为，双

方协商收费

产品标签符合性

测试
180 元/ 批 自愿办理

条码管理软件维

护费
200 元 / 2 年 自愿购买

商品条码源数据

采集
80 元/件/次

市场经营行为，按

技术服务协议收

费

培训服务

培训服务为基于市场需

求的自愿性培训，收费

标准在培训通知或协议

中予以明确。



三、服务流程

1.标准咨询服务流程

标准咨询服务流程

交费主体 经营者 交费主体

2. 条码日常业务服务流程

3.条码检测服务流程

提出需求

或者委托

或者委托

双方协商并确认

《标准服务需求单》

交费 计价、收费

出具收费票据和

收费明细清单 领取

按《标准服务需求单》

提供标准、图书、资料

领取领取

未通过

通过

通过

未通过

通过

要求顾客补充材

料

国家中心完成终审后发码

向顾客邮寄商品条码系统成

员证书及其他材料

引导顾客缴费，完成分中心

初审，上报国家中心

核对顾客资料，出具

收费内容及价格清

引导顾客根据需求填写申请

表



4. 商品源数据采集服务流程

四、服务承诺

未通过

通过

业务受理

告知存在问题样品审核

确认缴费

1、填写源数据样品《受理清单》

2、签订源数据采集《技术服务协议》

出具收费票据清单

信息采集

根据服务项目进入内部流转

检测和测试项目：进行样品登

记、内部流转、出具报告

其他技术服务项目按照合同

履行

开具收款通知单，引导顾客

缴费（附收费清单）

引导顾客根据需求填写委托

单

根据顾客需求信息核对顾客

送交的样品和资料

样品返还



1.不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参加各类会议、培训、展览、

赞助、摊派、订购刊物等活动并收费。

2.不对收费目录清单和收费公示之外的项目收费。

3.不对未明码标价的项目收费。

4.不利用行政权力、行政职能和垄断地位，以服务为名，

以签订自愿服务协议等形式收费或变相收费。

5.不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开展任何形式的活动并收费。

6.不利用行政检查、政府奖评比等搭车收费或要求企业

接受有偿服务。

7.不延期执行国家明令取消、免收、停收、降低收费标

准的有关规定。

8.不能只收费不服务或少服务。

五、价格监督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林 文 都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86933

122589254@qq.com

监 督 人：蒋 建 平 监 督 电 话：0571-85786227

376770596@qq.com

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2023 年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