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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专利代理师信用评价规范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专利代理师信用评价建立的基本原则、指标内容、信用等级表示方法与含义、信

息评价流程以及信用评价信息的建档及保密。

本标准适用于专利代理师的信用评价工作。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年份的引用文件，仅所标注年份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标注年份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专利代理条例》

《专利代理管理办法》

《浙江省专利代理行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

GB/T 21374-2008 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 基本词汇

GB/T 22117-2018 信用 基本术语

GB/T 27000-2006 合格评定 词汇和通用原则

GB/T 31864-2016 职业经理人信用评价指标

3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专利代理

专利代理机构接受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办理专利申请、宣告专利权无效等

专利事务的行为。

3.2专利代理师

取得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依法执业备案，以委托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办理专利申请、宣

告专利权无效等专利事务行为的人。

3.3信用

专利代理师履行承诺的意愿和能力。

https://baike.baidu.com/item/执业/24845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备案/51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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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信用评价

信用评价机构根据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通过特定的信用评价标准和方法，对影响专利代

理行业的风险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评价其履行承诺的意愿和能力以及整体信用状况，并用简单明了

的符号表示出来。

4基本原则

4.1科学性

指标内容包括能影响专利代理师信用的主要因素，能够反应其信用状况。

4.2合理性

指标之间有机配合，避免重复和矛盾。

4.3适用性

各项指标应便于使用、引用和可操作。

5 指标内容

对专利代理师的信用评价指标应包括以下内容：

a）信用品质：专利代理师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社会价值，同时应履行对所属专利代

理机构、行业、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b）信用能力：专利代理师在提高个人素质的基础上，兑现对委托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承诺的

执业能力和专业能力。

指标项代码、名称及其说明见附录 A《专利代理师信用评价规范名称及说明》。

指标项计分标准及分值可参考附录 B《专利代理师信用评价规范评分指标》。

6 信用等级表示方法与含义

6.1 信用等级表示方法

专利代理师的信用等级及表示方法应遵循《浙江省专利代理行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第十

三条规定，按信用程度从高到低分别对应 A（优秀）、B（良好）、C（中等）、D（较差）、E

（差）五个等级。其中 A 等可进一步细分为三级，各级的细分差别，可用“+”的数量来区分，

“+”数量越多（最多两个），表示信用程度越高。即，A等可细分为 A++级、A+级、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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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信用等级含义

A++等：信用观念很强，没有发生对社会有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非常优秀的履约能力。专利

代理风险很小。

A+等：信用观念很强，没有发生对社会有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很优秀的履约能力。专利代

理风险很小。

A等：信用观念强，没有发生对社会有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优秀的履约能力。专利代理风险

很小。

B等：信用观念强，没有发生对社会有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专利代理风险

较小。

C等：有一定的信用观念，没有发生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中等的履约能力。专

利代理风险一般。

D等：信用观念较弱，发生过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失信行为，履约能力较差。专利代理的风险

较大。

E等：信用观念弱，发生过对社会有很大影响的失信行为，履约能力差。专利代理风险很大。

信用等级所对应的分值可参考附录 C《专利代理师信用评价规范信用等级》。

7信用评价流程

7.1信息采集与核实

7.1.1 信息来源

专利代理师信用信息录入浙江省专利代理行业信用信息库，其信息来源主要包括：

— —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 — 中国法律服务网

— — 国家知识产权局

— — 相关行政执法部门

— — 专利代理行业协会

— — 专利代理机构

— — 其他拥有专利代理师信用信息的机构和个人

7.1.2采集方式

a)公开方式：通过各种渠道采集已被合法公开的专利代理师的信用信息。

b)约定方式：通过与有关机构或个人约定的方式采集有关的专利代理师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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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其他方式：通过其他合法方式采集有关专利代理师信用信息。

7.1.3信息核实

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应对采集的各类信息进行甄别和核实，对信息真实性进行分析。

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的信息核实方式包括：

— — 函电确认；

— — 数据分析；

— — 数据库查询；

— — 实地考察；

— — 其他适宜及可行的方式。

7.2信用等级评定

7.2.1初评

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根据采集的信息、评分指标、评分规则等，建立评价模型，得出初步信

用等级。

7.2.2等级确定

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应设立信用评价复核委员会，如公众或评价对象对初步信用等级有异

议，可向信用评价复核委员会提供有影响的、真实的补充资料，由信用评价复核委员会确定是否复

审。复审应按照 7.1.3信息核实和 7.2信用等级评定的程序重新评定。

7.2.3结果发布

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要求，发布信用评价结果及相关内容。

7.2.4信用修复

评价对象可通过作出信用承诺、完成信用整改、通过信用核查、接受专题培训、提交信用报

告、参加公益慈善活动等方式依法开展信用修复。

7.2.5跟踪复评

在信用评价结果公布之后，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应在信用评价结果有效期内进行定期或不定

期跟踪，对相关信息进行及时更新。如果某些因素致使评价对象的信用等级发生变化，浙江省专利

代理人协会应及时调整评价对象的信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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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信用评价信息的建档及保密

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应当建立信用信息档案，将采集的相关信息及时、准确地录入信息数据

库，不得虚构或篡改，并确保信息的及时更新。

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应依法尊重和保护被评价对象隐私权，建立信息保密管理制度，确保在

信息收集、整理、保存、加工和使用过程中相关信息不被泄露。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应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不得保留、使用、披露超过规定时限的不良信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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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专利代理师信用评价规范名称及说明

专利代理师信用评价规范名称及说明见表 A.1。

表 A.1专利代理师信用评价规范名称及说明

一级指标

名称

指标项代码

指标项名称 指标项说明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信用品质

TB01 社会责任

TB0101 行为规范
行业相关的违规违法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的

情况

TB0102 公益服务
开展专利代理援助服务、知识产权宣讲、公

益捐赠的情况

TB02 价值理念

TB0201 职业使命
在社会、行业、专利代理机构中承担的角色

和责任

TB0202 职业道德 职业操守、价值导向的情况

TB03 个人声誉

TB0301 其它资质 知识产权相关职称、从业资质

TB0302 诚信自律 行业相关的信用记录

信用能力

TB04 职业知识

TB0401 从业资格 依法执业备案

TB0402 教育程度 最高学位

TB0403 执业经历 从事专利代理师工作的执业年限

TB0404 能力提升 专利代理相关的交流、培训、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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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05 代理能力

TB0501 专利代理量
专利授权公告的情况；复审、无效、诉讼等

专利代理情况

TB0502 发明授权率 发明专利的授权情况

TB06 专业水平

TB0601 获奖案例
入选典型案例的情况；专利奖的获奖情况；

承担知识产权研究类项目的情况

TB0602 专利价值 列入高价值专利名单的情况

TB0603 著书立说 发表知识产权相关的学术论文或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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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专利代理师信用评价规范评分指标

专利代理师信用评价规范评分指标见表 B.1。

表 B.1专利代理师信用评价规范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名称：信用品质

指标项代码
指标项

名称
评分规则 评分类型 最高分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5

TB01 社会责任 4

TB0101 行为规范

a)本年度受到全国协会/浙江协会通

报批评/公开谴责/勒令退会分别每

次计-30分/-40分/-70分；

b)本年度违反《专利代理条例》规

定，受到警告/罚款/停业/撤吊分别

每次计-40分/-50分/-80分/-90分；

c)受到刑事处罚视情节严重性计-80

分以上

取最低分 0

TB0102 公益服务

a)本年度为小微企业及无收入或者

低收入的发明人、设计人提供专利

代理援助服务，每次计 1分；

b)本年度开展知识产权公益宣讲，

每次计 0.5分

c)按金额进行公益捐赠，3年周期

按次数累计，实物转换为金额，

0.5分/万元，最多计 2分

累计得分 4

TB02 价值理念 3

TB0201 职业使命

a)属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

员，国家级/省级/市级，分别计 2

分/1分/0.5分；

b)全国协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

每项取最

高分，累

计得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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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分别计 2分/1分/0.7分/0.5

分；省协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

理事分别计 2分/1分/0.7分/0.5分;

c)合伙人/股东计 0.4分

TB0202 职业道德

全国协会/浙江协会公开表彰，1年

周期按次数累计，每次计 1分/0.5

分

累计得分 1

TB03 个人声誉 8

TB0301 其它资质

a)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初级职称分

别计 2分/1.5分/1分/0.5分；

b)法律职业资格证（A证）计 0.5

分；

c)全国协会诉讼代理人或执业律师

计 1分；

每项取最

高分，累

计得分

2

TB0302 诚信自律
连续 3年/5年/10年无违法违规行

为，分别计 3分/4分/6分；
取最高分 6

一级指标名称：信用能力

指标项代码
指标项

名称
评分规则 评分类型 最高分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85

TB04 职业知识 65

TB0401 从业资格 通过专利代理师执业备案 基础分 60

TB0402 教育程度
博士/硕士（双学士）/学士学位分

别计 0.5分/0.3分/0.2分
取最高分 0.5

TB0403 执业经历 从业年限每增加 1年计 0.1分 累计得分 3

TB0404 能力提升

积极参加专利代理行业相关的交

流、培训、研讨等活动, 1年周期按

次数累计，0.5分/次

累计得分 1.5

TB05 代理能力 15

TB0501 专利代理量

a)近三年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1+

实用新型专利*0.5+外观设计专利

*0.15，<50件/50~150件/150件

~800件/800~1000件>1000件，分

每项取最

高分，累

计得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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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计 0分/5分/10分/5分/0分；

b)历年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1+实

用新型专利*0.5+外观设计专利

*0.15（超过 10000件以 10000件

计），每 1000件 0.5分；

c)近三年其它代理量=复审*0.5+无

效*0.8+诉讼（按裁判文书计件）

*1，计 0.2分/件

TB0502 发明授权率

近三年发明专利授权率=授权量/结

案量，

0%~30%/30%~50%/50%~70%/>70

%分别计 0分/3分/4分/5分

取最高分 5

TB06 专业水平 7

TB0601 获奖案例

a)代理专利案件入选省级以上典型

案例，计 3分；

b)代理专利获得中国专利奖：金奖/

银奖/优秀奖，每件分别计 3分/2分

/1分；外观设计金奖/银奖/优秀

奖，每件分别计 2分/1.5分/1分；

代理专利获得省专利奖：专利金奖

/银奖/优秀奖，每件分别计 2.5分

/1.5分/0.5分；外观设计金奖/银奖/

优秀奖，每件分别计 1.5分/1分/0.5

分

c)近五年承担国家级/省级/市级知

识产权研究类项目，每件分别计 3

分/2分/1分

每项取最

高分，累

计得分

3

TB0602 专利价值
代理专利列入高价值专利名单，每

件分别计 0.2分/件
累计得分 3

TB0603 著书立说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知识产权相关的

学术论文每篇计 0.2分；专著 1分
累计得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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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专利代理师信用评价规范信用等级

专利代理师信用评价规范信用等级见表 C.1。

表 C.1专利代理师信用评价规范信用等级

等级 分值 定义

A++ >=95
信用观念极强，没有发生对社会有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非常优秀

的履约能力。专利代理风险很小

A+ >=90,<95
信用观念极强，没有发生对社会有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很优秀的

履约能力。专利代理风险很小

A >=80,<90
信用观念强，没有发生对社会有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优秀履约的

能力。专利代理风险极小

B >=70,<80
信用观念强，没有发生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良好的

履约能力。专利代理风险较小

C >=60,<70
有一定的信用观念，没有发生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

中等的履约能力。专利代理风险一般

D >=30,<60
信用观念较弱，发生过对社会有具有较大影响的失信行为，履约能

力较差。专利代理的风险大

E <30
信用观念弱，发生过对社会具有很大影响的失信行为，履约能力

差。专利代理风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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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专利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规范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专利代理机构信用评价建立的基本原则、指标内容、信用等级表示方法与含义、

信息评价流程以及信用评价信息的建档及保密。

本标准适用于专利代理机构的信用评价工作。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年份的引用文件，仅所标注年份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标注年份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专利代理条例》

《专利代理管理办法》

《浙江省专利代理行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

GB/T 21374-2008 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 基本词汇

GB/T 22117-2018 信用 基本术语

GB/T 27000-2006 合格评定 词汇和通用原则

GB/T 22116-2008 企业信用等级表示方法

GBT 22118-2008企业信用信息采集、处理和提供规范

GBT23794-2015企业信用评价指标

3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专利代理

专利代理机构接受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办理专利申请、宣告专利权无效等

专利事务的行为。

3.2专利代理机构

依法设立，取得专利代理执业许可，办理专利代理业务的服务机构。

3.3信用

专利代理机构履行承诺的意愿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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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信用评价

信用评价机构根据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通过特定的信用评价标准和方法，对影响专利代

理行业的风险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评价其履行承诺的意愿和能力以及整体信用状况，并用简单明了

的符号表示出来。

4基本原则

4.1科学性

指标内容包括能影响专利代理机构信用的主要因素，能够反应其信用状况。

4.2合理性

指标之间有机配合，避免重复和矛盾。

4.3适用性

各项指标应便于使用、引用和可操作。

5 指标内容

对专利代理机构的信用评价指标应包括以下内容：

a)信用品质：专利代理机构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其机构领导层对所属专利代理构、行业、社

会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b)信用能力：专利代理机构履行承诺、实现自身价值的综合性能力，同时承担利益相关方责任

和承诺兑现情况。

指标项代码、名称及其说明见附录 A《专利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规范名称及说明》。

指标项评分规则及分值可参考附录 B《专利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规范评分指标》。

6 信用等级表示方法与含义

6.1 信用等级表示方法

专利代理机构的信用等级及表示方法应遵循《浙江省专利代理行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规

定，按信用程度从高到低分别对应 A（优秀）、B（良好）、C（中等）、D（较差）、E（差）五

个等级。其中 A等可进一步细分为三级，各级的细分差别，可用“+”的数量来区分，“+”数量

越多（最多两个），表示信用程度越高。即，A等可细分为 A++级、A+级、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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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信用等级含义

A++等：信用观念很强，没有发生对社会有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非常优秀的履约能力。专利

代理风险很小。

A+等：信用观念很强，没有发生对社会有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很优秀的履约能力。专利代

理风险很小。

A等：信用观念强，没有发生对社会有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优秀的履约能力。专利代理风险

很小。

B等：信用观念强，没有发生对社会有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专利代理风险

较小。

C等：有一定的信用观念，没有发生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中等的履约能力。专

利代理风险一般。

D等：信用观念较弱，发生过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失信行为，履约能力较差。专利代理的风险

较大。

E等：信用观念弱，发生过对社会有很大影响的失信行为，履约能力差。专利代理风险很大。

信用等级所对应的分值范围可参考附录 C《专利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规范信用等级》。

7信用评价流程

7.1信息采集与核实

7.1.1 信息来源

专利代理机构信用信息录入浙江省专利代理行业信用信息库，其信息来源主要包括：

— —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 — 中国法律服务网

— — 国家知识产权局

— — 相关行政执法部门

— — 专利代理行业协会

— — 专利代理机构

— — 其他拥有专利代理师信用信息的机构和个人

7.1.2采集方式

a) 公开方式：通过各种渠道采集已被合法公开的专利代理机构的信用信息。

b) 约定方式：通过与有关机构或个人约定的方式采集有关的专利代理机构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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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方式：通过其他合法方式采集有关专利代理机构信用信息。

7.1.3信息核实

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应对采集的各类信息进行甄别和核实，对信息真实性进行分析。

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的信息核实方式包括：

— — 函电确认；

— — 数据分析；

— — 数据库查询；

— — 实地考察；

— — 其他适宜及可行的方式。

7.2信用等级评定

7.2.1初评

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根据采集的信息、评分指标、评分规则等，建立评价模型，得出初步信

用等级。

7.2.2等级确定

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应设立信用评价复核委员会，如公众或评价对象对初步信用等级有异

议，可向信用评价复核委员会提供有影响的、真实的补充资料，由信用评价复核委员会确定是否复

审。复审应按照 7.1.3信息核实和 7.2信用等级评定的程序重新评定。

7.2.3结果发布

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要求，发布信用评价结果及相关内容。

7.2.4信用修复

评价对象可通过作出信用承诺、完成信用整改、通过信用核查、接受专题培训、提交信用报

告、参加公益慈善活动等方式依法开展信用修复。

7.2.5跟踪复评

在信用评价结果公布之后，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应在信用评价结果有效期内进行定期或不定

期跟踪，对相关信息进行及时更新。如果某些因素致使评价对象的信用等级发生变化，浙江省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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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协会应及时调整评价对象的信用等级。

8信用评价信息的建档及保密

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应当建立信用信息档案，将采集的相关信息及时、准确地录入信息数据

库，不得虚构或篡改，并确保信息的及时更新。

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应依法尊重和保护隐私权，建立信息保密管理制度，确保在信息收集、

整理、保存、加工和使用过程中相关信息不被泄露。浙江省专利代理人协会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不得保留、使用、披露超过规定时限的不良信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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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专利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规范名称及说明

专利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规范名称及说明见表 A.1。

表 A.1专利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规范名称及说明

一级指标

名称

指标项代码

指标项名称 指标项说明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信用品质

TB01 制度规范

TB0101 信息披露 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及信用信息的情况

TB0102 行为规范 业务相关的违规违法的情况

TB0103 诚信自律 行业自律的情况

TB0104 规范水平 符合规范化标准的情况

TB02 价值理念

TB0201 领导层使命
合伙人/股东在行业、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和

责任

TB0202 领导层品质
合伙人/股东的信用等级情况依据本标准第

一部分

TB03 社会责任

TB0301 公益服务
开展专利代理援助服务、知识产权宣讲情

况、公益捐赠的情况

TB0302 社会声誉
受到行业协会公开表彰的情况；获得行业

荣誉的情况

信用能力

TB04 管理能力

TB0401 依法设立 具备合法的专利代理资质

TB0402 成立年限 取得执业许可证的年限

TB0403 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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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0404 人员素质 相关从业人员资质情况

TB0405 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的设立情况

TB0406 组织培训
配合行业协会组织行业交流、培训、研讨

活动的情况

TB05 代理能力

TB0501 专利代理量
专利授权公告的情况；复审、无效、诉讼

等专利代理的情况

TB0502 人均授权量 专利代理师人均专利授权量的情况

TB06 专业水平

TB0601 获奖案例
入选典型案例情况；专利奖的获奖情况；

承担知识产权研究类项目的情况

TB0602 专利价值 列入高价值专利名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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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专利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规范评分指标

专利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规范评分标准见表 B.1。

表 B.1专利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规范评分指标

一级指标名称：信用品质

指标项代码
指标项

名称
评分规则 评分类型 最高分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5

TB01 制度规范 8

TB0101 信息披露
按时提交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及时披露

信用信息
基础分 1

TB0102 行为规范

a)本年度受到全国协会或浙江协会通报

批评/公开谴责/勒令退会每次分别计-35

分/-40分/-70分；

b)本年度违反《专利代理条例》第二十

五条规定，其中警告/罚款/停业/撤吊分

别每次计-45分/-50分/-80分/-90分；

c)纳入异常经营名录/严重失信名录，分

别计-60分/-100分

取最低分 0

TB0103 诚信自律
连续 3年/5年/10年无违法违规行为，分

别计 2分/3分/5分
取最高分 5

TB0104 规范水平

符合《专利代理机构服务规范》、省级

规范化评价、ISO9000等国家级标准

的，每项计 0.5分

累计得分 2

TB02 价值理念 1

TB0201
领导层使

命

a)合伙人/股东属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

协委员：国家级/省级/市级，分别计 0.5

分/0.4分/0.3分;

b)合伙人/股东属全国协会会长/副会长/常

取最高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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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理事/理事分别计分 0.5分/0.4分/0.3分

/0.2分；省协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

事 0.5分/0.4分/0.3分/0.2分

TB0202
领导层品

质

合伙人/股东依据本标准第一部分《专利

代理师信用评价规范》进行等级评分，

至少有 2人为 B等以上，或至少有 1人

为 A等以上，否则计-1分

取最低分 0

TB03 社会贡献 6

TB0301 公益服务

a)本年度为小微企业及无收入或者低收

入的发明人、设计人提供专利代理援助

服务，每次计 0.5分；

b)本年度开展知识产权公益宣讲，每次

计 0.4分；

c)按金额进行公益捐赠，3年周期按次数

累计，实物转换为金额，0.1分/万元，

最多计 2分

累计得分 4

TB0302 社会声誉

a)全国协会/浙江协会公开表彰，1年周期

按次数累计，每次计1分/0.5分；

b)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授予的荣誉，每

项1分

累计得分 2

一级指标名称：信用能力

指标项代码
指标项

名称
评分规则 评分类型 最高分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85

TB04 管理能力 68

TB0401 依法设立 依法取得执业许可证 基础分 60分

TB0402 成立年限 每增加 1年计 0.1分 累计得分 2

TB0403 注册资本
<50万/50~500万＞500万，分别计 0.1分

/0.3分/0.5分
取最高分 0.5

TB0404 人员素质

执业专利代理师/律师/诉讼代理人/A级

以上专利代理师分别每人计 0.2分/0.2分

/0.3分/0.5分

累计得分 3

TB0405 分支机构 每个分支机构计 0.1分 累计得分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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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0406 组织培训
协助行业协会举办交流/培训/研讨活动，

3年周期按次数累计，分别计 1分/次
累计得分 2

TB0407

TB05 代理能力 11

TB0501
专利代理

量

a)近三年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1.5+实用

新型专利*0.7+外观设计专利*0.5+PCT专

利申请*1，每 500件计 2分；

b)近三年其它代理量=复审*0.5+无效

*0.8+诉讼（按裁判文书计件）*1，计

0.2分/件

累计得分 8

TB0502
人均授权

量

人均授权量=近三年专利授权量/执业专

利代理师人数/3，（1~50件/50~150件

/150~500件/500~600件/>600件），分别

计 0分/1分/3分/1分/0分；

取最高分 3

TB06 专业水平 6

TB0601 获奖案例

a)代理专利案件入选省级以上典型案

例，计 4分；

b)代理专利获得中国专利奖：金奖/银奖/

优秀奖，每件分别计 4分/3分/2分；外

观设计金奖/银奖/优秀奖，每件分别计 3

分/2分/1分；

代理专利获得省专利奖：专利金奖/银奖/

优秀奖，每件分别计 3.5分/2.5分/1.5

分；外观设计金奖/银奖/优秀奖，每件分

别计 2.5分/1.5分/1分；

c)近五年承担国家级/省级/市级知识产权

研究类项目，每个计 4分/3分/2分

累计得分 4

TB0602 专利价值
代理专利列入高价值专利名单，分别计

0.1分/件
累计得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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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专利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规范信用等级

专利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规范信用等级见表 C.1。

表 C.1专利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规范信用等级

等级 分值 定义

A++ >=95
信用观念很强，没有发生对社会有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非常优秀履

的约能力。专利代理风险很小

A+ >=90,<95
信用观念很强，没有发生对社会有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很优秀的履

约能力。专利代理风险很小

A >=80,<90
信用观念强，没有发生对社会有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优秀的履约能

力。专利代理风险很小

B >=70,<80
信用观念强，没有发生对社会有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

力。专利代理风险较小

C >=60,<70
有一定的信用观念，没有发生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失信行为，具有中

等的履约能力。专利代理风险一般

D >=40,<60
信用观念较弱，发生过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失信行为，履约能力较

差。专利代理的风险较大

E <40
信用观念弱，发生过对社会有很大影响的失信行为，履约能力差。专

利代理风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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