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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管理手册

（2020 版）

本《“中国珠宝”督导管理手册》作为各运营中心 2020

年对“中国珠宝”店铺实施督导管理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本手册明确了 2020 年开展督导巡查工作的主要内容，

并对各检查项目的管理要求、具体检查内容及总部在前期市

场督导巡店中发现的主要不合格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

总结，同时也对督导后的整改要求及处罚进行了说明。

针对一些管理重点和难点，编写了相关文件进行详细的

说明。

要求各运营中心严格按照本手册要求开展督导巡查工

作，尤其是加强品牌形象、产品质量及标签的管理，对于发

现的不合格情况要立即督促店铺进行整改。

总部市场督导部将根据本手册的内容开展督导巡查工

作，并对各运营中心落实“中国珠宝”店铺管理工作的情况

进行检查。

本手册附件包括三方面文件：

1、 应熟悉的珠宝标准文件

2、 管理重点及难点的说明文件

3、 总部管理文件及近年下发的管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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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形象管理

1、管理要求：VI 形象要符合《中国珠宝 SI》的规定

2、检查内容：

（1）店铺门头；

（2）店内背景墙 。

3、常见不合格情况：

（1）LOGO 图案与公司 VI 不一致；

（2）背景颜色不符合要求；

（3）LOGO 图形中钻石图标与汉字比例错误；

（4）®使用不规范。

二、加盟合同管理

1、管理要求：

“中国珠宝”店铺必须签署《品牌加盟合同》且合同有效。

2、 检查内容：

（1）新开“中国珠宝”未完成签署《品牌加盟合同》店铺，

是否已报总部备案；

（2）加盟合同有效性；

（3）店铺地址与合同地址一致；

（4）《品牌加盟合同》终止后，店铺不得以“中国珠宝”名

义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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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见不合格情况

（1）新开店铺未报总部备案，合同未完成；

（2）加盟合同过期未完成续约；

（3）合同填写地址与店铺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

（4）《品牌加盟合同》终止后，仍在使用“中国珠宝”形象

及产品标签。

三、产品标签管理

1、管理要求

（1）产品标签必须由总部或运营中心统一打印；

（2）“中国珠宝”品牌产品必须单独摆放。

2、检查内容

（1）有无私打标签；

（2）“中国珠宝”产品是否与其他品牌产品混摆。

3、常见不合格情况

（1）有私打标签；

（2）“中国珠宝”产品与其他品牌产品混摆。

四、产品质量检测

1、管理要求

（1）素金产品必须进行质量检测；

（2）宝玉石及其镶嵌产品必须配备质量检测证书。



4

2、检查内容

（1）通过各品类素金产品标签上的检测编码，检查素金产

品检测情况；

（2）检查不同类别宝玉石及其镶嵌产品的检测证书。

3、常见不合格情况

（1）素金未进行检测；

（2）宝玉石及其镶嵌产品未配备检测证书。

五、产品质量及标签内容管理

1、管理要求

（1）标签打印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2）产品名称规范；

（3）产品相关数据准确，与产品字印及检测结果一致。

2、标签内容的检查

（1）产品名称；

（2）宝玉石名称与检测证书核对；

（3）材料名称及纯度、钻石重量与产品字印核对；

（4）产品总质量、钻石颜色、钻石净度与检测证书核对。

3、常见不合格情况

（1）未打印产品总质量或总质量数据标注错误；

（2）产品名称不规范或材料名称未用汉字标注；

（3）宝玉石名称错误（或与检测证书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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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纯度标注错误（如“铂 950”错误标注为“足铂”）；

（5）足金镶嵌产品标签标注的材料纯度与产品字印不符；

（6）镶嵌首饰标签打印的产品“总质量”打成“金重”；

（7）钻石首饰标签标注的钻石重量与产品字印不符；

（8）钻石首饰标签标注的钻石颜色、净度与检测证书不一

致。

六、广告宣传

1、管理要求

（1）详见附件 17-《关于防范广告宣传中法律风险的通知》

（2）详见附件 22-《关于规范使用“中国珠宝”品牌形象大

使进行广告宣传的通知》

2、检查内容

（1）店内灯箱、宣传品、电子显示屏、横幅、产品说明等；

（2）店铺微信公众号内容。

3、常见不合格情况

（1）灯箱片使用未授权人物图片；

（2）微信公众号内容有侵权产品图片。

七、侵权产品

1、管理要求

（1）详见附件 16-《关于严禁生产和销售侵权产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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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见附件 18-《关于严禁 IP 类授权相关产品侵权的通

知》

2、检查内容

柜台不得摆放、销售任何侵权产品。

八、违规促销

1、管理要求

严禁“中国珠宝”店铺进行“钻石银行”、“钻石现金增值回

购”、“现金返还”等金融类促销活动。

2、检查内容

任何店铺不得有“钻石银行”、”钻石增值回购“、“现金返

还”等促销活动。

九、售后服务

1、管理要求

（1）做好舆情管理：详见附件 20-《关于“中国珠宝”品牌

舆情管理的通知》；

（2）做好售后服务，妥善处理客诉问题。

2、检查内容

（1）了解相关舆情处理情况；

（2）店铺售后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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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督导巡查的实施

1、督导巡查

（1）各省运营中心负责日常督导巡店工作；

（2）总部将根据年度督导计划配合各运营中心开展督导巡

店工作。

2、整改

（1）立即整改：对于能够立即进行整改的不合格情况（如

有侵权产品、存在违规促销、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产品

标签内容存在严重错误等）要求店铺立即进行整改（立即停

止违规促销活动，撤除相关宣传；侵权、存在质量问题及标

签存在严重错误的产品立即下柜）；

（2）限期整改：总部下发《整改通知》，要求店铺限期完成

不合格情况的整改。

（3）督导反馈：总部督导巡查后，将向运营中心发出书面

《督导反馈》。内容包括：本次督导巡查的店铺及各店铺发

现的不合格情况，对各店铺提出的具体整改要求以及通过督

导巡查发现的运营中心在日常督导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3、整改反馈

（1）运营中心负责协助、督促店铺落实整改；

（2）整改完成后，运营中心负责将整改情况反馈公司总部。

4、整改复查

（1）运营中心负责对整改情况进行检查，确认整改真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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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落实；

（2）总部将安排对店铺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抽查。

5、处罚

（1）对于存在严重产品质量及管理问题的店铺，公司将根

据相关规定进行经济处罚；

（2）对于不能落实总部整改要求或进行虚假整改的店铺，

公司将根据规定进行经济处罚，情节严重的将取消其加盟资

格。

十一、本手册内容将根据公司管理要求随时进行调整。要求

各运营中心严格遵照公司总部的管理要求落实对“中国珠宝”

店铺的管理工作。

中国珠宝首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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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相关标准文件

附件 01、《GB 11887-2012 首饰 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

法》及第 1 号修改单

附件 02、《GB/T 16552-2017 珠宝玉石 名称》

附件 03、《QB/T 1689-2006 贵金属饰品术语》

附件 04、《GB/T 31912-2015 饰品 标识》

附件 05、《Q/ZGZB 0001-2020 高含量贵金属首饰》

附件 06、《GB/T 16553-2017 珠宝玉石 鉴定》

附件 07、《GB/T 16554-2017 钻石分级》

附件 08、《GB/T 18781-2008 珍珠分级》

附件 09、《GB/T 23885-2009 翡翠分级》

附件10、《QB/T 1690-2004 贵金属饰品质量测量允差的规定》

二、 管理说明文件

附件 11、《产品质量及标签管理说明》

附件 12、《侵权产品的识别》

附件 13、《巡店记录表》

附件 14、《中国珠宝客户端操作说明》

附件 15、《“中国珠宝”产品标签打印模板》

三、 公司管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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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关于严禁生产和销售侵权产品的通知》2016 年 10

月 11 日

附件 17、《关于防范广告宣传中法律风险的通知》2018 年 5

月 23 日

附件 18、《关于严禁 IP 类授权相关产品侵权的通知》2018

年 9 月 30 日

附件 19、《关于进一步加强店铺规范管理的通知》2019 年 1

月 2 日

附件 20、《关于“中国珠宝”品牌舆情管理的通知》2019 年

3 月 11 日

附件 21、《关于广告宣传中规范使用字体等事项的通知》及

附件 2019 年 3 月 25 日

附件 22、《关于规范使用“中国珠宝”品牌形象大使进行广

告宣传的通知》2019 年 8 月 2 日

附件 23、《关于立即严格开展产品质量自检自查的通知》2019

年 8 月 12 日

附件 24、《中国珠宝 SI》

附件 25、《产品标签管理规定（暂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