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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风雨密门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1

适用范围
本认证规则适用于游艇舱室区和服务区中手动和机械的风雨密铰链门、滑动门和外摆门

的产品认证要求。
本认证规则仅考虑施加在门上及其传递到门框和其相邻结构的设计载荷。从游艇结构传
递到门或其相连门框上的载荷不在本标准的考虑范围以内。
本认证规则不包括无框玻璃门。
本认证规则不包括露天甲板上的前向多扇门。
本认证规则必须与《产品认证实施规则（通用要求）》一起使用。
2

认证模式
游艇风雨密门产品认证模式为：产品检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获证后监督的模式：
A 工厂监督检查
B 工厂监督检查+产品抽样检测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
①认证申请
②合同评审
③认证评价
——产品检验
——工厂检查
④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⑤获证后的监督
⑥复审

3

认证申请

3.1 认证单元划分
a. 风雨密铰链门
b. 风雨密滑动门
c. 风雨密外摆门
游艇风雨密门认证单元的划分还应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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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制造厂不同（包括同一法人名下不同地点的分厂）；
2）设计原理不同（包括开启面积、开启方式、型号规格等）；
3）制造工艺不同；
4）结构形式不同；
5）如果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其他标准对产品的分类有规定的，按规定进行单元划分。
可仅在一个单元的样品上进行型式试验。
3.2 申请认证提交资料
3.2.1 申请资料
a.正式申请书(下载空白申请书填写)
b.工厂检查调查表（首次申请时）
c.产品描述
3.2.2 证明资料
a.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的《营业执照》或登记注册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b.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排污许可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危化品经营许可证等
（适用时）
c.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之间签订的有关协议书或合同（如 ODM 协议书、OEM
协议书、授权书等）
d.质量管理文件
e.产品执行标准
f.产品检验报告
g.主要生产/检验设备清单
h.关键原辅料供应商清单
i.其他需要的文件
4．型式试验
4.1 样品
4.1.1 抽样原则
从申请认证单元中抽取代表性的、正常批量生产的合格样品，为保证样品能代表以后申
请认证的产品范围，采用复杂程度高的产品优先送检的原则，必要时补充样品进行差异试验。
4.1.2 抽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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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选择 DCI 指定的实验室进行型式试验时，型式试验的样品由申请人负责按 DCI 的
要求选送到指定检验机构。
产品抽样检验的样品应在申请认证的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每个认证单元抽取一个样品，
抽样地点可在成品库也可在生产线终端。详见《产品认证实施规则(通用要求)》。
4.1.3 样品及资料处置
试验结束并出具试验报告后，有关试验记录和相关资料由检验机构保存，样品按 DCI
有关规定处置。
如果需增加产品标准检测，样品应满足产品标准检验的要求。
4.2 产品检验
申请人需提供申请认证产品符合 GB/T 35384-2017《大型游艇风雨密门强度和风雨密要
求》的有效报告。
4.2.1 依据标准
GB/T 35384-2017《大型游艇风雨密门强度和风雨密要求》等。
4.2.2 检验项目
a.风雨密性；
b.结构试验；
c.玻璃（如涉及）
4.2.3 检验方法
见附件 1。
4.2.4 检验实施
实验室收到样品后，应根据产品信息、工厂信息、产品抽样/送样单，对样品进行验收确
认。当发现样品与上述信息不一致时，应及时通知 DCI。
实验室规定时限内完成样品检验，确保检测结论真实、准确，产品抽样检验过程发现异
常情况时，应及时与 DCI 沟通。按规定以适当方式保留、处置样品，并保存相关记录和资料。
产品抽样检验时间，即自实验室收到样品之日起至 DCI 收到检验报告止，原则上不宜超
过 30 个工作日。
样品检验结束后，实验室应按 DCI 规定的检验报告格式出具检验报告一式两份，并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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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限内将一式两份检验报告送达 DCI，检验报告内容应准确、清晰、完整，并对检测结论
的正确性、真实性负责，对检验结果保密。
DCI 负责将检验报告随认证决定一并发给认证委托人。
认证委托人应保存检验报告原件至少三年，获证后监督时应能向 DCI 和监管方提供完整
有效的检验报告。
4.2.5 判定
产品检验结果应符合 GB/T 35384-2017《大型游艇风雨密门强度和风雨密要求》和本规则
的要求。
产品如有部分检验项目不符合标准的要求，最多整改次数为 2 次；如两次整改仍不合格，
检验结果判为不合格，认证中止。
5．初始工厂检查
5.1 检查内容
正式受理认证委托后，检查组对工厂提交的材料进行文审，文审一般为 0.5 人日，文审
结果应告知工厂。
文审如未发现问题，安排进入现场检查；文审发现一般问题，企业整改后，现场检查予
以验证，验证仍存在不符合的，按照现场检查结论执行；文审检查发现严重问题，如不符合
受理条件等，文审不通过，终止认证委托。
一般情况下，产品型式试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必要时，产品型式试验和工
厂检查也可同时进行。
工厂检查原则上应在产品型式试验结束后一年内完成，否则应重新进行产品型式试验。
初始工厂检查时，工厂应生产申请认证范围内的产品。
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制造能力审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现场检查应按《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通用要求）
》和以下要求进行检查：
5.1.1 职责和资源
工厂应明确与产品认证有关的各类人员职责、权限及相互关系。
工厂应在组织内任命 1 名质量负责人，无论该成员在其他方面的职责如何，应具有以下
职责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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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负责建立满足本文件要求的产品认证体系，并确保其实施和保持；
2) 建立文件化的程序，确保产品认证标识的妥善保管和使用，防止不合格品的误用；
3) 建立文件化的程序，确保获证产品变更后未经 DCI 确认，不能加施产品认证标识；
4) 确保加施产品认证标识的产品符合要求；
5) 负责与 DCI 沟通联系相关工作。
工厂必须具备独立生产车间、库房，且生产设施、消防设施等工作条件符合产品安全生
产要求。
工厂应配备能满足生产稳定合格产品的且适宜完好的生产设备；具备满足产品检验要求
的检验仪器设备（含原料检验、过程检验及出厂检验所使用的设备），具备能满足国家/地方
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要求的环保设备及节能设备/设施、建立并保持适宜产品生产、检验、储存
等必备的工作环境。
工厂应具备与认证产品有关的人力资源，并确保对从事认证产品的质量有影响岗位的工
作人员具有相应的能力。
5.1.2 文件和记录控制
工厂应建立、实施、保持产品控制体系，且形成文件，加以实施和保持，并确保文件化
体系运行控制持续有效。
控制体系文件可单独建立，也可与其实际运行的其他管理体系相融合，文件至少包括内
容：
1) 产品控制体系保持及变更的控制；
2) 与产品质量有关的人员能力控制；
3) 关键原材料供应商的选择、评价和再评价的控制；
4) 生产过程中影响质量控制过程的识别与控制，关键过程的识别与控制；
5) 原材料、过程产品、成品检验（含检测资源）控制的要求；
6) 对不合格产品的识别、处置的控制；
7) 对产品标识与认证标志使用的控制；
8）认证产品一致性的控制。
工厂应按文件要求，管理与控制上述活动。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对有关文件的控制要求或规定（程序），包括体系文件、技术文
件（含配方、标准等）的编制、审批、发放、收回及外部文件/资料的收集、识别、审批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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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管理，以确保：
1) 文件发布前和更改时，应由授权人批准，以确保其适宜性；
2) 确保文件的更改和修订状态得到识别，防止作废文件的非预期使用；
3) 确保在使用处可获得相应文件的有效版本。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对控制记录的编制、发放、使用控制及储存、保管及处理的文
件（或程序），如原材料消耗记录、产品检测（含过程检验、例行检验/型式试验、出厂检验）
记录，生产过程投料记录，产品设计过程记录，环保设施运行记录等。
记录应清晰、完整，以作为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证据。记录应规定保存期限，通常应保
存 3 年（如果公司成立不足 3 年，保存全部记录）。
5.1.3 控制要求
工厂应对影响产品质量的环节进行识别，对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进行明确规定，确保产
品生产过程始终处于有效控制。保存相关控制的记录。
工厂应对产品的生产工艺技术进行持续控制，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
止的技术、工艺、装备及材料，不得超越范围选用限制使用的材料，不得有意添加产品评价
标准规定的有害物质。保存控制的记录。
工厂应建立较大安全事故和/或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控制和管理的相关规定。保存处
置记录。
工厂产品生产的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应符合 AQ/T 9006《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的要求，工作场所的环境（粉尘、噪音、空气中化学物质等）应符合 GBZ 2.1《工作场所有
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化学有害因素》和 GBZ 2.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
分：物理因素》的有关规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职业卫生符合“三同时”制度；污染物排放
应达到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满足环境影响评价、环保“三同时”制度、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
证管理要求；保存具备资质的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工厂应建立、实施回收固体废弃物、剩余产品及包装的处置规定，工厂的一般固体废弃
物的收集、贮存、处置应符合 GB 18599《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物控制标准》
的相关规定。危险废物的贮存严格按照 GB 18597《危险废物贮存控制标准》的相关规定执行，
应交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保存对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单位的选择、评价记录。
工厂应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建立并运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
工厂应建立国家、地区有关法律法规信息收集、识别的相关规定，确保污染物排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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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生产等持续符合国家、地区的相关要求。保存信息收集、识别的相关记录。
工厂应配备污染物排放检测和在线检测的设备，正常运行应进行定期维护，识别、制定
计量检定或校准规定，确保污染物排放持续符合国家和或地区的相关规定。保存实施的证据。
工厂应按照《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 19 条建立环境信息公开规定，明确信息查
询途径。
工厂应建立产品生产过程不得有意添加产品评价标准规定的有害物质的相关规定，保存
实施的记录。
工厂生产的产品有特定健康和环保要求的，还应制定相关规定，确保产品符合其应用在
特定领域的健康和环保要求。保存识别、控制的相关记录。
5.1.4 工厂检验要求
5.1.4.1 原辅料检验
1) 采购和供应商的控制
工厂应识别影响产品标准中与指标有关的主要原材料和供应商，并建立、保持主要原材
料生产企业/供应商名录，明确采购技术要求、供应商需提供用于产品的原材料中不含带禁止
使用物质的证实性材料，并对采购活动进行有效控制。
工厂应对供应商进行日常管理，以确保最终产品持续满足认证要求，并保存主要原材料
采购、使用的记录或证据（如：进出库单、台帐等）。
2）主要原材料的检验/验证控制
①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检验/验证控制要求，以确保主要原材料中的有害物质、不
得有意添加的有害物质得到有效控制。要求应明确规定主要原材料中有害物质限量要求，以
及主要原材料的检验项目、检验频次、检验方法、判定原则等内容。
②主要原材料的检验可由工厂进行，也可由供应商完成。当由供应商检验时，工厂应对
供应商提出明确的检验要求和/或验证要求以及接收准则，以确保最终产品中的有害物质限量
满足认证标准要求。
5.1.4.2 过程检验
工厂应识别、确定对指标有影响的过程和产品特性及检验要求，并组织实施过程检验，
保存相关记录。
5.1.4.3 最终产品检验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对最终产品检验控制的文件化要求或程序，以验证产品指标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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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出厂标准。工厂应按明示的产品标准，进行产品出厂检验，并保存检验结果与记录。
5.1.4.4 监视和测量设备的控制
用于确定所生产的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检验试验设备应定期校准和/或检定，并在规定的
周期进行校准或检定，保存校准和/或检定证书。对自行校准的，则应规定校准方法、验收准
则和校准周期并实施，校准或检定应溯源至国家或国际基准，并保存校准记录。
设备的校准或检定状态应能方便使用者及管理人员进行识别。
5.1.5 分包的管理
当工厂有分包过程时，应确认分包方的能力并定期评价。
当检验分包时，应定期评价并确认分包实验室的检测能力。
分包实验室应具备符合认证依据标准要求的检测设备和检测条件，确保检测人员具备相
应的资格和能力，并对检测过程实施有效控制。
工厂应依据 GB/T 16176.1《包装与包装废弃物 第 1 部分：处理和利用通则》中第 4.13
条要求对产品包装材料进行控制并保存相关控制记录。
5.1.6 不合格品的控制
工厂应按照文件化规定，实施并控制各阶段发现的不合格品，以防止误用。控制内容包
括：不合格品的标识、隔离和处置及采取的纠正和纠正措施。经返工后的产品应重新检测。
应保存不合格品性质及处置的记录。
必要时，对不合格批次产品启动召回机制，确保消除和减少可能引发的安全隐患及社会
影响。
工厂获知认证产品存在重大质量问题时（如国家级和省级监督抽查不合格等），应及时通
知认证机构。
5.1.7 认证标志和产品标识
工厂应建立、实施、保持产品标识与认证标志使用及控制的文件化要求或程序。包括“产
品认证” 标志的适用范围、使用方法。不合格品和未经认证的产品，不得加施认证标志。工
厂应主动为顾客提供的使用说明及相关信息。
产品标识或标签内认证产品基本信息的描述应与认证证书描述一致。当相应产品标准有
特殊标识要求时，其产品标识还应符合相应标准要求。
依据产品特点，工厂应按照 GB15258《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GB/T16483《化学品
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GB/T16716.1《包装与包装废弃物 第 1 部分：处理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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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则》建立、实施产品安全标识、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包装控制的文件化要求，确保安
全标识、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包装持续满足标准要求并保存相关证据。
5.1.8 认证产品一致性控制
工厂应确保批量生产产品与型式试验合格产品的一致性；识别、明确影响产品品质的主
要原材料及控制要求，以使认证产品持续满足标准等规定要求。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规定，对影响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的变更进行控制。认证产
品发生变更时，工厂应识别不同变更类型所产生的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变更后的产
品持续符合认证标准要求。应对产品单元、产品系列、品种、产品（规格/型号）等涉及产品
一致性的变更进行评审、验证和确认，并在实施前得到批准。
工厂应保存变更评审结果、任何必要措施的记录以及向 DCI 申报、批准的证据。
认证产品的变更包括：主要原材料、生产工艺、产品一致性清单等的变更。
5.1.9 产品防护
工厂应在采购、生产过程、检验等各环节，对产品实施有效防护，如搬运、包装、贮存
等，并确保产品防护活动符合相关规定要求。同时，工厂应对交付予以规定，对交付过程进
行控制。
5.2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工厂检查时间按申请认证产品的单元数量确定，具体见表 2。
表 2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
认证单元数

1个

2个

3 个及以上

工厂检查人日数

2

3

4

5.3 初始工厂检查结论
检查组成员对检查记录的完整性进行确认, 以确保检查充分性和完整性，并评价检查证
据，形成检查发现，记录符合与不符合的检查发现。检查组负责报告检查结论。
工厂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DCI 报告。
工厂检查存在不符合项时，工厂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DCI 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
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的，按工厂检查不通过处理。
6．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6.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DCI 复核/认证决定人员对认证的基本环节和资料完整性进行检查，检查的具体内容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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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评审和认证决定表》，确认是否符合要求，经 DCI 对产品抽样检测结果、初始工厂检
查结论进行综合评定合格后，颁发相应认证模式的产品认证证书，认证证书涵盖所有申请认
证的产品。
认证证书的使用应符合 DCI 的相关管理规定的要求，并准许使用相应的认证标志。
6.2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申请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时为止所实际发生工作日，包括产品检
验、工厂检查后提交报告时间、认证结论评定和批准时间以及证书的制作时间。
工厂检查后提交报告时间为 5 个工作日，以检查员完成现场检查、收到有效的不符合项
纠正措施报告之日起计算。 型式试验和工厂检查完成，且无不符合项或不符合项已整改完毕
后，认证结果评定、批准时间及证书制作时间一般不超过 5 个工作日。
6.3 认证终止
当型式试验不合格或工厂检查不通过，DCI 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证。
终止认证后如要继续申请认证，重新申请认证。
7．获证后的监督
A 工厂监督检查
B 工厂监督检查+产品抽样检测
7.1 监督检查时间
7.1.1 监督检查频次
一般情况下从获证后的 12 个月起，每年进行一次监督检查。对于特定产品，根据产品的
特点、重要程度、工厂质量保证能力等方面的不同，DCI 将采取不同的监督检查频次。
若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增加监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投诉，并经查实为获证方责任的；
2）DCI 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标准安全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从而可能影响
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7.1.2 监督检查人日
一般年度监督检查人日应至少达到 1/3 以上的初审检查人日。
7.2 监督检查内容
DCI 根据 DCI/UD-20《产品认证监督检查控制程序》，对工厂进行监督检查。获证后每
Issue1-2

Copyright ©DCI Certification Ltd.

Page 11 of 17

公开文件 Public Document
DCI/OD19

次跟踪检查应覆盖获证组织全部生产场所，并至少覆盖获证产品单元，一个认证周期覆盖所
有获证产品系列。
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的内容与工厂初始检查时的产品一致性检查内容基本相同，还应包
括以下内容：
1）上次检查不合格（如有）纠正及纠正措施的跟踪验证；
2）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使用的符合性检查；
3）外部监督抽查情况、社会投诉情况检查。
必要时，DCI 可视工厂的具体情况制定特定检查要求。
7.3 监督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DCI 报告。
监督检查存在不符合项时，工厂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DCI 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
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按监督检查不通过处理。
7.4 监督抽样
原则上，监督周期内获证组织的获证产品未发生变化的，不进行产品抽样检验。
当监督周期内获证组织发生重大质量投诉的，或 DCI 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标准安全
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由 DCI 指定人员抽取同一产品品种或同一产品系列中其它品种 1
个样品，按照初次工厂检查的抽样检测要求进行检测。
7.5 结果评价
DCI 组织对监督检查结论、产品检测结果（适用时）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的，认证
证书持续有效。
当监督检查不通过或产品检测结果（适用时）不合格时，则判定年度监督不通过。DCI
将对证书进行暂停、撤销、注销的决定，通知获证组织，并向社会予以公示。
8 认证证书
8.1 认证证书的保持
8.1.1 证书有效期及再认证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5 年，证书的有效性依靠 DCI 定期的监督获得保持。
对于拒绝监督的认证企业，DCI 将撤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
认证证书有效期满，需要延续使用的，认证申请方应该在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内办理再认
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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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认证流程及要求与初次认证一致，现场检查人日不低于初次的 2/3。
8.1.2 认证产品的变更
8.1.2.1 变更的申请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时，或 DCI 规定的其他事项发生变更时，证书
持有者应向 DCI 提出变更申请。
8.1.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DCI 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如需安排试验和/或
工厂检查，则试验合格和/或工厂检查通过后方能进行变更。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产品型式
试验的认证产品为变更评价的基础。试验和工厂检查按 DCI 相关规定执行。
对符合要求的，批准变更。换发新证书的，新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
并注明换证日期。
8.2 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扩大
8.2.1 扩大程序
认证证书持有者需要增加与已经获得认证的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认证范围时，
应从认证申请开始办理手续，并说明扩大要求。DCI 核查扩大产品与原认证产品的一致
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大产品的有效性，针对差异和/或扩大的范围做补充试验和/或工
厂检查，对符合要求的，根据认证证书持有者的要求单独颁发认证证书或换发认证证书。
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产品型式试验的认证产品为扩大评价的基础。
8.2.2 样品要求
证书持有者应先提供扩大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送样时，证书持有者应按《产品认
证实施规则(通用要求)》的要求选送样品供核查或进行差异试验。
8.3 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证书的使用应符合 DCI 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认证有关规定或认
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时，DCI 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撤消和注销的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告。证书持有者可以向 DCI 申请暂停、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
证书暂停期间，证书持有者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向 DCI 提出
恢复申请，DCI 按有关规定进行恢复处理。否则，DCI 将撤消或注销被暂停的认证证书。
对发生如下情况之一的，撤销证书：
1）获证产品出现国抽、省抽不合格的；
2）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环境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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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方提出投诉并造成较大影响，且为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责任
的。
9 认证标志的使用
持证人使用标志应符合《认证证书、认证标志使用规则》。
9.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认证标志：

认证标志不允许使用变形、变色，可进行同比例缩放。
9.2 认证标志的加施
获得 DCI 认证并准许加施认证标志的产品，应尽可能使用钢印在易于查看的原则下将产
品认证标志打印在产品的包装或模压于成品本体上，如不可行，可按 DCI 批准的其他方式予
以标注。
如标注有 DCI 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在随后检验中发现不合格，应以有效手段消除该
标志。除非该产品之后经 DCI 同意通过必要的修理并被证明符合要求，否则该产品不得
用于原指定用途。
标注在产品上的 DCI 产品认证标志的式样应在产品认证证书上予以反映。
10 收费
认证费用按 DCI 有关规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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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游艇风雨密门检验方法
1 风雨密性
1.1 冲水试验：
a)在距门 1.5m 的距离.以 10L/min 的流量和 200kN/m²的压力向门冲水；
b)喷嘴在距门士 50mm，夹角不超过 45°的范围内，以 2m/min 的速度进行喷射，试验时
间应不少于 3min。
发证机关可基于等效的考虑决定是否需要其他试验方法。
1.2 容许渗水
软管试验期间， 3min 内通过门任何部分的允许渗水量应不超过 0.5L。
2 结构试验
当计算或有限元分析无法有效验证门结构的强度和刚度时，可以用均匀分布的重物或液
压或流体静力作为典型载荷进行替代试验。
应就以下事项得到发证机构的认可：
a)载荷；b)持续时间；c)试验组件。
3 玻璃（如有）
当门装有玻璃时，应符合 ISO 11336-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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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企业基本情况确认表
企业名称变化情况

□未变更

□已变更 现企业名称：

生产场地地址变化情况

□未变更

□已变更 现生产地址：

法定人代表变化情况

□未变更

□已变更 现法人代表：

营业执照编号变化情况

□未变更

□已变更 现营业执照编号：

占地面积变化情况

□未变更

□已变更 现占地面积： 米 2

质量保证体系变化情况

质量手册：

□未变更

□已变更 版本号：

程序文件：

□未变更

□已变更 版本号：

企业负责人：

□未变更

□已变更为：

管理者代表：

□未变更

□已变更为：

管理层及主要技术人员变化 质量部门负责人：□未变更
主要技术人员： □未变更
上次审查不符合项纠
正措施情况

标志及证书使用情况

与获证产品质量相关
的顾客重大投诉情况

获证产品关键件及其
供方变化情况

□已验证

□已变更为：
□已变更 人数：

□未验证 □不涉及

使用标志范围：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标志使用样式：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标
志剩余数量：
标志计划采购数量：
对标志意见或建议：
使用证书区域：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证书及标志的宣
传：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是否建立标志使用登记制度并保
存使用记录：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无
□无
与获证产品质量相关
□有
□有
（附投诉处理资 的顾客重大投诉情况
（附投诉处理资料）
料）
关键件是否变更：
□未变更
□已变更，变更内容为：
（可另附变更资料）
关键件供方是否变更：
□未变更
□已变更，变更内容为：
（可另附变更资料）

本企业谨此声明《企业基本情况确认表》中所填报的信息均真实、有效，本企业对以上信息负责。

企 业 负 责 人 （ 签 字 ， 盖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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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获证企业监督方式选择确认表
企业名称
确认内容

确认记录

企业年度变更情况

1.企业名称变更情况：□无
□有
2.生产场地迁址情况：□无
□有
3.管理体系重大变更情况：□无
□有
4.与获证产品质量相关的顾客投诉情况：□无
□有
5.关键件等产品一致性变更情况：□无
□有
6.是否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名录：□否
□是

获证产品检验情况

□已检（□企业自检
□未检，情况说明：

认证要求的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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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检验）

□不涉及认证要求变更
□涉及认证要求变更：

确认意见

建议监督方式：□现场监督
确认人：

审批意见

审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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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资料监督
日期：

□产品检验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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