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雷企业能力评价 

系统用户端 
使用指南 

 
一、 注册登录 

企业用户打开网址：np.chinalpn.com 进行注册，系统管理员审批时

间为 1-2 个工作日，审核通过后即可登录进行快速申报。 

 

 

二、 准备申报资料 

注意事项：每项仅限上传一个文件，仅限图片（不超过 10M，支持

JPG/PNG/JPEG）和 PDF（不超过 30M）格式文件。 

① 人员资料：技术人员职称证书、学历证书、社保证明扫描件 

② 项目资料：项目业绩合同扫描件。 

③ 上传资料清单: 

  



评审目录 评审资料信息 
序

号 
材料清单 备注 

一、依法经营 

合法经营 

1 营业执照 

提交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税务登记证（副本）或三证合一版营业执照，经

营范围有防雷相关业务，得 0.5分，否则不得分； 

2 单位名称牌匾 

具备满足业务需要的生产/办公场所和设备，生产

/办公场所应悬挂单位名称牌匾，得 0.5 分，否

则不得分。 

依法纳税 3 上传纳税证明 提交近三年纳税证明，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保障员工合法

权益 

4 提交最近一年的社保证明 
提交最近一年的社保证明，得 0.5 分；否则不得

分。 

5 提交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执行记录 
提交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执行记录，得 0.5分；

否则不得分。 

无违法违规记

录 
6 无违法违规记录 提交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得 1分，否则不得分。 

公益活动记录 7 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相关证明材料 

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参与行业服务活动、主动开

展专业知识宣传、诚信体系建设，维护消费者权

益等相关证明材料，每次 0.5分，最高得 2分。 

二、内部管理 

质量控制 

8 上传质量管理制度 

质量管理组织机构健全、责任人明确、企业质量

控制文件齐全，得 1分，缺 1项扣 0.2分 

9 质量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参考质量

管理体系文件要求） 

质量控制有效执行、改进与预防纠正措施实施记

录完备，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10 质量控制证明文件 

企业内部管理等组织机构健全，设置合理，职责

明确的得 1分；每发现 1项不符合要求的扣 0.2

分，直至不得分 

档案管理 11 上传档案管理制度 

建立档案管理规定各类档案归档及时、齐全，保

管整齐、安全、受控,符合有关要求的,得 2分。

每发现 1 项不符合要求的扣 0.2 分,直至不得分。 

合同管理 

12 上传合同管理制度 合同签订规范，技术要求、验收质量、收费标准

明确的得 1分；合同签订不规范的，每发现 1 起

扣 0.2分,直至不得分。 
13 合同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售后服务 

14 售后服务管理制度 建立完善跟踪管理和投诉处理等售后服务监督机

制，得 0.5分；服务质量跟踪反馈记录完整，得

0.5分，否则不得分。 
15 售后服务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提供

售后服务记录） 

人力资源管理 

16 人力资源管理酬制度（含薪酬） 人力资源规划、招聘、培训、考核、奖惩和薪酬

等管理制度完善，得 0.5分，缺 1项扣 0.1分；

执行记录完整，得 0.5 分，缺 1 项扣 0.1分；直

至不得分。 

17 
人力资源管理酬制度执行情况（提

供人力规划、招聘、培训、考核、

奖惩等过程文件） 

安全生产 18 
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执行情况、培

训记录（含培训通知、培训内容、

签到等证明材料） 

建立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并严格执行,每年定期对

技术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得 1分。每发现 1项不

符合要求的扣 0.2 分,直至不得分。 

安全生产 19 安全防护用品配备清单（注明有效

期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安全防护用品配备齐全,且在有效期内的,得 1

分;不齐全或过期继续使用的不得分。 

三、技术能力 

生产/办公场

所 
20 办公场地租赁/产权证明 

生产厂房 2000(含)平方以上得 1分； 1000平方

(含)～2000 平方得 0.8分；500平方(含) ～1000

平方得 0.5分； 500 平方以下的不得分。 

仪器设备 21 设备仪器清单（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设备仪器配备齐全、满足防雷业务实际需要的,



22 设备仪器计量报告 得 0.5分;配备不完备酌情扣分。 

从事年限 23 从事年限 

从事防雷业务年限：5年（含）以上得 2 分， 3

年（含）～5年，得 1分，1 年（含）～3 年得 0.5

分，1年以下不得分。 

人力资源 24 单位所有人员社保查询证明 

单位总人数在 20人及以上的得 2 分,10 人～19

人得 1.5 分，5人～9 人得 1分，5 人以下的不得

分。专业技术人员 a在 10人及以上的得 2分, 5

人～9人得 1分，3 人～5 人得 0.5 分，3 人以下

的不得分。技术负责人 b在 2人及以上的得 2 分，

1人得 1分。 

防雷标准 25 主持防雷标准证明材料 

主持国家标准编制修订得 3 分；主持行业、地方

标准（或参与国家标准）每项得 1.5分；主持团

体标准（或参与行业、地方标准）制修订每项得

1分；最高得 3分。 

科技成果 26 取得科技成果证明材料 

在SCI或EI刊物或国内一级学报发表防雷相关科

技论文 c 每篇得 1 分；核心期刊上发表每篇科技

论文得 0.5分，出版著作 d每 5万字得 0.5分； 获

国家级或省（部）级科技进步（推广应用）奖 e

得 3 分；厅局级或国家级协会科技进步（推广应

用）每项奖得 1.5 分；最高 4分。 

优质工程或技

术创新 
27 优质工程/技术创新证明材料 

获得国家优质工程或示范工程类奖，得 1～5分。 

企业在防雷产品(或防雷技术方法)取得的发明专

利（或国家级学会、协会认定的技术创新）每项

得 2 分，获实用或外观新颖专利（或省级学会、

协会认定的技术创新）每项得 0.2，软件著作权

每项得 0.2分，最高 5 分。 

防雷竞赛 28 获各类防雷竞赛得奖情况证明材料 

获省（部）级防雷主管机构、或国家级学会（或

协会）组织的防雷竞赛 f团体一等奖得 2 分，团

体 2 等或 3等奖每项 1 分，单项一等奖 1 分，单

项 2 等、3等奖 0.5分；最高 2分；获省级协会

或学会一等奖得 1 分；二等奖得 0.5分。 

代表项目 29 生产、检测设备清单 

生产设备：自动化水平较高得 2 分，否则酌情扣

分，直至不得分。检测设备：检测设备齐全，得

2分，否则酌情扣分，直至不得分。不提交设备

清单不得分。 

四、经营或 

项目业绩 

项目总量 30 上一年度营业额 

上一年度营业额 4000 万元(含)以上的得 5分, 

3000万（含）～4000 万的得 4 分, 2000万（含）～

3000万的得 3分, 1000 万（含）～2000 万的得 1

分, 1000万以下的不得分。 

产品/工程 

种类 
31 防雷产品生产企业上一年度防雷产

品/工程名录 
每个类型的防雷产品加 0.2 分,最高 8分。 

重大合同 32 近 3年防雷产品 100万(及以上) 销

售合同，每个加 1 分，最高 5分。 

近 3 年防雷产品 100 万(及以上) 销售合同，每个

加 1 分，最高 5分 

代表项目 

33 
具有独立防雷实验室的证明材料

（如有第三方认证机构认可需提供

证明材料） 

防雷实验室:经第三方论证机构认可得 2 分；独立

实验室得 1分 

34 
近 3 年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开发、并

被相关部门认可的防雷产品清单，

提供相应开发资料档案 

研发能力：近 3年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开发得防雷

产品，并被相关部门认可，开发资料档案完整的，



每项得 2 分，最高得 6 分 

五、信用评价

或市场表现 

社会责任 

企业信用 35 上传信用评价记录 

获得省级相关职能部门（或社会组织）的信用记

录较好以上得 2分；没有参与信用评价且没有违

约记录的得 1 分；近 1年内被违约通报的不得分；

信评记录在良好以下或没有参加信评记录的不得

分。 

信用体系 36 提供企业信用管理体系文件 

建立完善的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并根据需求制定

预防和改进措施的得 1 分；否则酌情扣分，直至

不得分。 

信用体系 37 近一年内用户投诉及处置情况说明 

近一年内用户没有有效投诉或处置得当的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获得的认证 38 
计量认证、质量管理认证、环境认

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认证、获得

实验室认可、安全生产许可证 

获得计量认证、质量管理认证、环境认证、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认证、获得实验室认可、安全生产

许可；每个认证（或认可）得 0.5分，最高 2 分 

项目合格率 39 项目合格率 

防雷产品或项目通过业主（或主管机构）组织的

质量验收，并通过主管机构（或第三方机构）组

织的抽查（比例不少于 5%）质量验收，质量考核

合格率在 95%(含)以上的,得 2 分;合格率在 90%

以下、75%(含)以上的得 1分;合格率在 60%以下

的不得分。 

客户满意度 40 客户满意度调查相关证明资料 

通过第三方调查机构或评价人员通过电话调查、

实际调查等方式获得的客户满意度在 90%(含)以

上的得 2 分;客户满意度在 90%以下 70%(含)以上

的得 1分;客户满意度在 70%以下的不得分。 

诚信表彰 41 获得诚信企业称号（或认可）的证

明资料 

获得省级及以上行业协会诚信企业称号（或认可）

的得 2分;获得市级表彰奖励的,每项得 1 分。最

高得分不超过 2分。 

保障职工合法

权益 
42 

按时按合同足额发放职工工资报

酬，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各种保险

和住房公积金的, 保障职工依法享

有的合法权益的相关证明资料 

按时按合同足额发放职工工资报酬，得 1 分,按时

足额为职工缴纳各种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 保障

职工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的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社会公益 43 
有抢险救灾、公益助学、社会救助

等行为,且得到县级及以上政府部

门表彰的相关证明资料 

有抢险救灾、公益助学、社会救助等行为,且得到

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表彰的，得 1分～2 分。 

宣传交流 44 

积极组织参与防雷减灾宣传或技术

交流等活动得到省（部）级主管机

构、或中国气象服务协会表彰的相

关证明资料 

积极组织参与防雷减灾宣传或技术交流等活动得

到省（部）级主管机构、或中国气象服务协会表

彰的，得 1分～2分。 

技术攻坚 45 

参与国家或省（部）重大项目，解

决防雷工程或技术难题，并得到主

管部门表彰（或认可）的相关证明

资料 

参与国家或省（部）重大项目，解决防雷工程或

技术难题，并得到主管部门表彰（或认可）的，

得 1 分～2分。 

 

  



三、 评审进度通知 

防雷减灾委员会评审进度结果、缴费状态等相关信息，会以短信和邮

件的形式实时反馈。您也可以通过登录防雷企业能力评价系统服务平

台，查看已申报主体信息的审核进度。 

 

四、 结果样本             五、证书查询方式 

 

 

 

 

 

 

六、系统技术咨询联系方式 

 

如申报操作过程中出现任何技术性问题，可联系系统管

理员，联系方式如下。 

赵格  系统管理员 

电话：13811987678 

邮箱：zhaoge790@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