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广告协会文件

浙广协 匚zO19〕 2号

关于开展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市广告协会、省广告协会各会员单位 :

根据 《浙江省广告协会章程》规定,省广告协会决定开展浙

江省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申报对象

在浙江省内登记注册,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从事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业务的省广告协会会员企业。

二、申报要求

(一 )对照《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办法》(详见附件 1),

选择与企业自身条件相符的级别进行申报,申 报企业必须达到或

超过该 《办法》所规定相应级别的条件。

(二 )如实填写 《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等级申请书》 (详见

附件 2),按照申请书
“
填写说明

”
要求,准各相关证明材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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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目录,同 时将盖章后的申请书和有关证明材料扫描件按照目

录顺序合并成一个完整的 PDF文件报送至省广协指定邮箱。

三、申报程序

(一 )会员企业可以通过浙江省广告协会网站

(www,zjad。 net)下 载并填写申请书,按要求向当地市广告协会

提交申报材料。省局登记的企业可直接向省广告协会申请。

(二 )各市协会应当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和核实。材料不完

各或不符合条件的,予 以退回;材料完各且符合条件的,由 市协

会签署意见并盖章。

(三 )省广协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和认定。申请新认定的广

告企业如材料完各且符合条件的,提交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认定

委员会进行认定。

四、申报时间

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申 报截

止时间为每年的第二个季度末。

申报审核通过的资质企业有效期为三年,如需延续认定,需

在到期前一年提交申请。

五、申报费用

此项认定工作是为了提升会员企业形象,增强市场竞争力 ,

是协会服务会员和指导浙江广告业发展的具体行动,坚持自愿申

报,公正认定,无偿服务,证书、奖牌和公告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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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赵小燕 日L话 : 0571-89767022

由阝柰卣: 77183161aqq。 c。m     由阝瑚帛: 310005

地址:杭州市莫干山路 77号金汇大厦北门 702室

附件:1,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办法

2.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等级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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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广告服务水平,增 强广告企业市场竞争力,促进广

告产业健康发展,根据 《中国广告协会
“
CNAA I” 、“

CNAA Ⅱ”、“CNAAⅢ”

证明商标使用条件细则》和 《浙江省广告协会章程》,结合浙江广告市场

发展实际状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浙江省内登记注册,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从事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业务的省广告协会会员企业,申 请广告企业资

质等级,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浙江省广告协会负责全省广告企业资质认定的管理工作,各

市广告协会配合实施。浙江省广告协会成立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委员会,负

责认定工作,其工作职责是:负 责对申报中国一级广告企业资质初审,负

责中国二级、中国三级广告企业的审定和浙江省一级、二级广告企业资质

的认定工作。各市广告协会负责对中国广告企业资质等级认定的推荐和浙

江省一二级广告企业资质初审工作并负责浙江省三级广告企业的资质审

定工作。

第二章 企业资质分类

第四条 对申请资质等级的企业按实际经营内容与核心竞争力的情

况分为以下四类:

一、综合服务类

指以品牌服务为核心,为 广告主提供广告传播全过程、全方位服务的

企业 (自 有媒体及代理媒体广告资源销售除外 )。 服务内容包括市场调查、

品牌传播策划、创意设计制作、公关活动、媒体策划与媒体广告资源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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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效果评估等。企业核心竞争力体现为提供整合营销策划与全方位广告

传播服务的能力和质量。

二、媒体服务类

指为媒体提供广告资源销售 (包括自有媒体或代理媒体广告资源 ),

以及为广告主提供媒体策划、媒体广告资源购买等专项服务型广告企业。

企业核心竞争力体现为,为媒体提供代理、销售、品牌运营以及为广告主

提供媒体策划、媒体广告资源购买等专项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及其规模化、

网络化、跨地域性的媒体资源与经营能力。

三、设计制作类

指以广告设计、制作为主要业务内容的专项服务型广告企业,企业核

心竞争力体现为专业化的设计、制作水平。

四、数字营销类

指基于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交互式媒体进行品牌营销

传播活动的专项服务型广告企业。通过数字化多媒体渠道实现营销传播的

精准化、可量化和数据化。企业核心竞争力体现为利用数字媒体的特性进

行品牌传播活动的专业策划能力与执行水平。

第三章 企业资质等级标准

第五条 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等级分为三级:浙江省一级广告企业;

浙江省二级广告企业;浙江省三级广告企业。

一、浙江省一级广告企业标准

1.企业成立 3年 以上,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近 2年来资产净值

有所增加。

2.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万元。

3.广告专业设各净值 80万元以上,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4.广 告年营业收入连续 2年均不低于⒛00万元(综 合服务类 )、 3500

万元 (媒体服务类 )、 1500万元 (设计制作类 )、 1500万元 (数字营销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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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照章纳税。

5.企业主要经营者及业务部门负责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和相应的

广告经营业绩。注重自主创新和企业品牌建设,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无

不良诚信记录。

6.有职工 30人以上,其 中 70%以上的人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具

有国家认可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建立广告审查管理制度,有至少 1

名专职广告审查人员。企业职工的培训经费投入每年人均不低于 1000元。

7.成功服务 2年 以上的客户不少于 3个;在过去 2年 内为不少于 5

个品牌提供综合服务或专业化服务,有效提升品牌知名度,广告效果明显,

获得客户肯定。

8.企业在平面、广播、影视、户外等广告媒体中为客户提供过广告

策划、创意制作、代理发布等综合性服务。

9.近 3年制作发布过的广告作品或营销案例,在副省级市以上的政

府部门或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广告赛事活动中获得等级奖3件 以上(媒体服

务类对该项不做要求 )。

10.企业关注行业发展、热心社会公益,并为此作出突出贡献,在本

行业有较高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近 3年创意、制作或发布公益广告不少于

3件。

二、浙江省二级广告企业标准

1.企业成立 3年 以上,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近 2年来资产净值

有所增加。

2.注册资本不低于 50万元。

3.广告专业设各净值 40万元以上,有 固定的经营场所。

4.广 告年营业收入连续 2年均不低于800万元 (综合服务类 )、 1200

万元 (媒体服务类 )、 500万元 (设计制作类 )、 500万元 (数字营销类 ),

并照章纳税。

5.企业主要经营者及业务部门负责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和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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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经营业绩。注重自主创新和企业品牌建设,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无

不良诚信记录。

6.有职工⒛人以上,其 中60%以 上的人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具

有国家认可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建立广告审查管理制度,有至少 1

名专职广告审查人员。企业职工的培训经费投入每年人均不低于 500元。

7.成功服务 2年 以上的客户不少于 2个;在过去 2年 内为不少于 3

个品牌提供综合服务或专业化服务,有效提升品牌知名度,广 告效果明显,

获得客户肯定。

8.企业在平面、广播、影视、户外等广告媒体中为客户提供过广告

策划、创意制作、代理发布等综合性服务。

9.近 3年制作发布过的广告作品或营销案例,在市以上的政府部门

或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广告赛事活动中获得等级奖2件 以上(媒体服务类对

该项不做要求 )。

10.企业关注行业发展、热心社会公益,并为此作出突出贡献,在本

行业有较高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近 3年创意、制作或发布公益广告不少于

2件。

三、浙江省三级广告企业标准

1.企业成立 2年以上,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近 2年来资产净值

有所增加。

2.注册资本不低于 30万元。

3.广告专业设各净值 zO万元以上,有 固定的经营场所。

4.广 告年营业收入连续 2年均不低于 300万元 (综合服务类 )、 500

万元 (媒体服务类 )、 ⒛0万元 (设计制作类 )、 ⒛0万元 (数字营销类 ),

并照章纳税。

5.企业主要经营者及业务部门负责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和相应的

广告经营业绩。注重自主创新和企业品牌建设,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无

不良诚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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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职工 10人 以上,其 中50%以上的人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具

有国家认可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建立广告审查管理制度,有至少 1

名专职广告审查人员。企业职工的培训经费投入每年人均不低于⒛0元。

7.成功服务 2年 以上的客户不少于 1个;在过去 2年内为不少于 1

个品牌提供综合服务或专业化服务,有效提升品牌知名度,广告效果明显,

获得客户肯定。

8.企业在平面、广播、影视、户外等广告媒体中为客户提供过广告

策划、创意制作、代理发布等综合性服务。

9.近 3年制作发布过的广告作品或营销案例,在市以上的政府部门

或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广告赛事活动中获得等级奖1件 以上(媒体服务类对

该项不做要求 )。

10.企业关注行业发展、热心社会公益,并为此作出突出贡献,在本

行业有较高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近 3年创意、制作或发布公益广告不少于

1件。

第六条 在企业资质等级标准中,各类各级第 1-4条标准,为企业

申请资质等级的准入条件。

第四章 企业资质等级申请与认定

第七条 企业可向注册所在地的广告协会 (注册地没有广告协会的,

可直接向上一级广告协会 )申 请资质等级,各市广告协会提出意见后,报

省广告协会企业资质认定委员会。

在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企业,可直接向浙江省广告协会

申请资质等级。

第八条 申请浙江省一级、二级广告企业资质的企业,由各市广告协

会负责对其申请材料进行初审,提 出意见后,报浙江省广告协会审查认定。

申请浙江省三级广告企业资质的企业,由 浙江省广告协会授权各市广告协

会审定,报浙江省广告协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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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企业申请资质等级,按照 《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等级申请

书》“
填写说明

”
要求填写,同 时附相关证明材料,并按要求以原件扫描

件 (PDF格式)方式报送。

第十条 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

申请浙江省一二三级广告企业资质的企业材料,由各市广告协会签署

意见后,报浙江省广告协会企业资质认定委员会办公室,截止时间为每年

的第二个季度末。

企业资质等级认定工作,结束时间为每年的第三个季度末。

第十一条 各市广告协会依据本办法,认真执行认定委员会工作规程 ,

严格按照条件,根据企业申请的类别与等级,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资质等级评判。

第五章 企业资质等级有效期

第十二条 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等级有效期为三年。

第十三条 再次申请资质等级的企业,简化申请材料 (不再提供公司

章程、广告专业设各设施明细表、自主产权经营场所产权证复印件、公司

管理层以下人员的毕业证、职称证、岗位培训证等),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等级申请书》中的
“
填写说明

”。

第十四条 获得浙江省二级广告企业和浙江省三级广告企业资质的

企业,在资质等级有效期内,可根据企业发展状况,按程序申请上一级资

质等级,并按本办法提交相关材料。

第六章 监督与管理

第十五条 浙江省广告协会和各市广告协会建立考核与检查机制,对

申请企业资质等级的企业实施考核,对获得企业资质等级的企业进行检查。

第十六条 企业在申请资质等级期间,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不 予认定:

一、违反广告法律法规,被严厉处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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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违反广告行业自律条款,在行业内造成恶劣影响的;

三、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

四、企业财务信誉欠佳的。

第十七条 获得资质等级的企业,浙江省广告协会颁发统一制作的

《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并在公众媒体上予以公告。

第十八条 各企业注册地广告协会对本地区获得资质等级的企业进

行监督。

第十九条 获得资质等级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 浙江省广告协

会取消其企业资质等级,在业内通报批评或在公众媒体上予以曝光,三年

内不得申请企业资质等级。

一、隐瞒企业实际情况,申 报材料弄虚作假,主要考核指标严重失实;

二、发生本办法第十六条所列情况的;

三、发现仍在使用逾期的企业资质等级的。

第二十条 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等级申报,不 收取任何费用。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为适应浙江省广告行业的发展情况,本办法可根据浙江

广告业的发展状况和行业需求作适度调整。调整前,浙江省广告协会将发

文通告。

第二十二条 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等级标准中的有关名词解释 :

资产净值增加:指企业所有者权益增加。

广告营业收入:指企业全部广告经营收入 (与 广告业务无关的其它收

入除外 )减去付给媒介单位广告发布费用后的实际收入 (以 计税额为准 )。

广告审查管理制度:指广告审查的范围为广告创意稿、广告设计定稿

及制作后的广告成品、代理或者待发布的广告样件。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浙江省广告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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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浙江省广告企业资质鞯级

申请书
(2o19+)

企业名称【II,

申请等级

申请日期

填 报 人

淅 江 兮 广 臼 协 仑 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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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一、企业名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载明的名称。

二、经营范围: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载明的主营、兼营的所有项目。

三、企业经济性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载明的
“
公司类型

”
。

四、广告营业收入 (纳税收入):广告营业额减去付给媒体单位广告发布费用后的、以计税额为准的实际收入。其中 ,

媒体广告代理收入:在广告营业收入 (纳税收入 )当中,单一承担媒体广告资源的策划、购买、执行服务所取得的收

入 (以计税额为准 );自 有媒体广告发布收入:在广告营业收入 (纳税收入 )当中,户 外、印刷品等自有媒体广告发

布的收入 (以计税额为准 )。

五、广告营业额:企业从事广告业务 (与广告业务无关的其他收入除外)得到的全部实际收入 (以给客户开出的发票
数额为准 )。

六、增值税税款:企业上缴的与广告业务有关的增值税税款数额。

七、主要经营者简历:指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主要工作经历。

八、提供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相夫学历证明材料。

九、专业技术人员:具有国家认可的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人员 (提供官网查询地址 )。

十、发表广告专业论文情况:指职工在国家级报刊或省市级广告协会所编的刊物中发表的与广告有关的论文、文章的

情况。

十一、企业填写资质等级申请书之外,还需要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

1,企业经营情况介绍 (字数要求:不少于 800字 );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3冰 企业章程;企业自身建设、发展的相关制度 (包括工作流程管理、企业文化、企业品牌发展战略、广告审查

管理制度、质量及安全管理制度等 );

分 广告专业设备、设施明细表 (包括办公家具、电子设备、户外广告设施、广告工程用车、本公司办公、生产

用自主产权房产);标识企业需要提供固定资产明细表 ;

5艹 经营场所使用权或产杈证 ;

6,申 请书中所规定 2年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书,2年缴纳增值税税单或税务局出具的纳税情况证明 (含增值

税等纳税明细)以及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7,申 请使用综合服务类、设计制作类和数字营销类资质的,需提供除媒体广告代理/自 有媒体广告发布业务之外

的服务 (如 ,策划创意、设计制作、公关活动等)收入的证明。包括:审计报告中对各类服务收入进行分别审计的情

况、除媒体广告代理/自 有媒体广告发布业务之外的服务项目合同文本以及与其相对应的给客户开具的发票 ;

8冰 企业法人、主要经营管理人员、业务人员、财务人员的学历、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证书/职称证书、身份证、

培训证书 (注 :再次申请的企业 ,如果其法人和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发生变化,仍需提供此证明材料 );企业所配备的

广告审查员资格培训证书;企业在职人员人数证明 (提供申请最近月份社保证明 );

9,职工年度培训费的相关证明 (如 ,财务发票、培训证书等 );

10,广 告专业论文 ;

11,持续成功服务 2年 以上客户的证明,包括服务内容,起止时间和效果 (客户盖章签署 )

12,近 2年品牌服务的证明,包括品牌服务内容、质量和效果 (客户盖章签署 );

13.2份 己成功实施的广告 (标识)案例 (内 容包括:营销环境分析、传播目标、策略、表现和执行、媒介策略、

效果评估等。需提供第三方机构或客户出具详实的广告效果评估报告 );

14.近 3年中广告作品获等级奖的证书和相关的获奖证明文件 ;

15.企业获得荣誉称号的荣誉证书 :

16.参加各级行业组织证明材料,如会员证书等 ;

17.参与行业大型活动情况证明材料 ;

18.企业对公益事业贡献的证明材料 ,包括证书、证明以及捐款票据等 ;

19.制 作或发布公益广告的证明材料,如照片等。

注:A,q” 代表:己经取得资质等级的企业有效期届满、再次申请使用同一等级资质的企业,可不再提供的材料

项目;

B,请将以上资料按填写说明编制目录,并依次扫描合并成一个完整的 PD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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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办公地址 邮编

企业经济性质 登记机关

法定代表人 电话 邮箱

企业联系人 电话 邮箱

企业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

广告设备净

值 (万元 )

经营场所 (平方米)
租用 :

自有 :

自有户外媒体面积 (平方米 )

经营范围

申请类型 (打 √) 综合服务□ 媒体服务□ 设计制作□ 数字营销□

申请等级 (打 √) 一级□ 二级□ 三级□

企业所有者权益

佘额 (万元)

2017年 2018年

万元 万元

广告营业收入
(纳税收入 )

2017年 2018年

总收入 :   万元 总收入:   万元

其中 :

媒体广告代理收入为:      万元

自有媒体广告发布收入为:____万 元

其中 :

媒体广告代理收入为:      万元

自有媒体广告发布收入为:    万元

广告营业额
(万元 )

2017年 2018年

广告营业额 : 万元

万元〉(其 中:付给媒体的广告发布费:___

广告营业额:        万元

(其 中:付给媒体的广告发布费:~万 元 )

增值税税款
(万元 )

2017年 2018年

万元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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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者
(董事长或总经

理 )简历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所学专业
专业技术

资格/职称

从事工作

经历

主要业务部门
(管理与专业技

术)负责人简介

姓名 音阝i刁 职务 学历 主要业绩

企业职工总数 专业技术人员人数
大专以上

学历人数

广告审查员人数 审查员持有广告职业水平证书的级别

职工年度培训费用
(万元 )

2017年 2018年

近 3年从业人员发

表广告专业论文的

情况

论文名称 所发表刊物的名称 发表日期

持续成功服务
2年以上的客户
(可另附材料 )

客户名称 合作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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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年内的

品牌服务
(可另附材料)

品牌名称 客户名称 服务内容及起止时间

提供 2份成功实施的营销策划、创

意设计制作的广告 (标识)案例

标题 :

标题 :

在平面、广播、影

视、户外媒介中的
3种为客户提供过

广告策划、创意制

作、代理发布服务

媒介名称 客户名称 作品题名 发布 日期

近 3年 (广告)作
品在副省级以上评

比中获等级奖情况
(如有更多,可另

附材料 )

作品名称 颁奖时间 颁奖单位

近5年企业曾获何

种荣誉称号

荣誉名称 获得时间 颁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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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行业内的

影响力

参加各级广告

协会组织情况
及履行会员义

务情况

在各级广告协

会中任职情况

参与或举办行

业大型活动的

情况

企业对公益事业的

贡献情况

近 3年制作或发布

的公益广告 (如有

更多,可另附材料 )

名  称 发布形式 发布时间

注册地广告监管部
门意见 (企业近 2

年守法诚信情况)

有无因违法违

规受到处理

受处理的程度

(盖章 ) 年 月 日

各市广告协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浙江省广告协会秘书处

-16-

2019 年 1 丿习 2 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