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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完成以下认证申请及调查表填写： 

申请组织名称:                                                法人代表:_______________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______________ 

办公地址：                                     邮政编码: ______________ 

经营地址：                                    邮政编码: __________________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__________________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 

最高管理者:             电话：              手机：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管理者代表:              电话：             手机：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         职务：        电话：            手 机：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    真:                       

郑 重 声 明 
本公司自愿选择卡狄亚标准认证（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ICG中国）作为我组织管理体系认证机

构。我公司郑重声明遵守如下要求：   

   公司邮箱:                                        公司网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已获取并承诺始终遵守国家相关职能管理机构及 GICG 中国对认证的有关规定； 

2、 为审核作出必要的安排，包括为进行授予、保持认证和/或解决投诉、非例行监督检查提供文件、开放

所有区域、提供真实记录； 

3、 仅就获准认证的范围做相应的宣传； 

4、 宣传认证结果时绝不损害 GICG 中国的声誉。不做使 GICG 中国认为误导或未授权的声明； 

5、 当接到暂停或撤销认证通知时（不论如何决定的）, 立即停止涉及认证内容的广告和宣传，并按 GICG

中国的要求交回所有认证文件（证书和标志）； 

6、 认证结果只能用来证明我组织管理体系符合了特定标准或其它规范性文件，不用认证结果来暗示本组织

某一类产品或服务得到了 GICG 中国的批准； 

7、 用不产生误导的方式使用或部分使用认证文件、标志或报告； 

8、 在传播媒体中（例如文件、小册子或广告）对认证内容的引用，符合 GICG 中国的要求； 

9、 承担双方协商的审核过程所发生的一切费用，按时缴纳认证费用； 

10、 本表所填写内容及所提供的资料均真实有效，如有虚假，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如：现场审核发现本组织实际人数与认证申请填报人数严重不符，同意按照国家规定调整认证审核人

日及认证费用直至满足国家及行业相关规定）。 

11、 本组织体系在发生变化时及时通知 GICG 中国。 

    以上声明与认证合同同具法律效力！ 

 
 
 
申请方最高管理者/负责人：                                 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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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

领域 
申请认证范围 认证标准 证书类型 

QMS  □GB/T19001-2016/ISO9001:2015 

□JAS-ANZ 

□UKAS  

□CNAS     

EC  
□GB/T19001-2016/ISO9001:2015 & 

GB/T50430-2017 

□CNAS 

□GICG 

EMS  □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JAS-ANZ 

□UKAS 

□CNAS 

OHSMS  □GB/T45001-2020/ISO45001:2018 

□UKAS 

□JAS-ANZ 

□CNAS 

MDQMS  □YY/T0287-2017/ISO13485:2016 □GICG 

服务  

认证 
 

□GB/T 27922-2011商品售后服务评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达标级 □三星  □四星 □五星 

□GICG 

其他    

认证 

类型 
□首次申请 □再认证第  次 □再认证超期，申请初审 □非GICG认证证书转换 □其它： 

一、申

请组织

基本概

况 

1）申请组织经济性质： 

  □国有  □集体  □乡镇   □民营   □股份制   □外资  □合资  □其它：        

2）体系有效人数        人（包括认证范围内涉及的所有全职人员，原则上以组织的社会保险登

记证所附名册等信息为准，各体系不一致时，分别注明）。如总人数与体系有效人数不一致时，请

注明总人数：         人及相关情况说明：                        ； 

(1)是否存在相同多条生产线○否  ○是，生产线数量      条，涉及人数约         人； 

(2)公司是否采取轮班  ○否  ○是，实行       班制，   每班人数约         人；   

   是否涉及夜班作业  ○否  ○是，所涉及的人数约           人。 

(3)非固定人员（包括季节性人员、临时人员和分包商人员）和兼职人员：      人。 

3）申请组织所处地理位置（申请 EMS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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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区    □商业服务区    □城市居住区    □自然保护区   □其他:                 

4）是否建立了文件化的管理体系： 

   □尚未建立       □已建立，文件化的管理体系自     年     月    日开始有效运行。 

5）是否已完成内部审核：  □是 □否，计划内审日期为：                    ；                                                                                                                                                                                 

6）是否已完成管理评审：  □是 □否，计划管理评审日期为：                  ； 

7）是否聘请咨询机构建立体系：□否  □是（咨询机构及人员：                       ）        

8）是否具备行业要求的有效许可和/或资质要求： 

   □具备   □需要但暂不具备，可提供受理文件   □不需要  □不具备 

9）申请产品执行的标准：□有   □无 

   □ 国标，标准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行标，标准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企标，标准号：                企标是否备案 ○是，备案号：          ○否   

   □ 其他（如：客户标准、内部服务规范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不适用(或删减)要求或条款的说明（仅限质量管理体系）： 

   □无 □不适用要求或删减条款是：        ，理由：                          ;        

11）组织管理体系覆盖产品生产季节：□四季生产 □季节生产，生产月份为：                 

12）是否存在外包过程：□否  □是（外包过程为：                                  ）       

13）是否涉及同一组织多个企业名称、固定多场所、临时场所： 

 □存在多场所，见《多名称/多场所/在建（施）项目清单》。固定多场所是否需要子证书            

○否 ○是 

 □存在同一组织多个企业名称、且需在认证范围中表述的情况,填写《多名称/多场所/在建（施）

项目清单》 是否需要子证书 ○否 ○是 

14)其它情况： 

a)(适用 Q/E)工作在多于一处的建筑物或地点实施，审核时需要复杂的后勤安排，例如必须对一个

单独的设计中心实施审核:○否 ○是 

b)（适用 Q/E/S)员工使用多于一种的语言:○否 ○是 

c)（适用 Q/E/S)与人员数量相比，现场很大（例如森林）:○否 ○是 

d)（适用 E)同行业典型情况相比，受纳环境的敏感度较高:○否 ○是 

e)（适用E)组织所属行业的附加的或特殊的环境因素或法规要求:○否 ○是 

f)（适用Q/E)与人员数量相比，现场很小（例如仅有综合办公区）:○否 ○是 

g)（适用 Q/E)自动化程度高:○否 ○是 

h)（适用 Q/E)有一部分员工在组织的场所外工作，例如销售人员、司机、服务人员等:○否 ○是 

i)（适用 S)组织的场所存在公众人员（如：医院、学校、机场、火车站、港口、公共交通运输）: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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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适用 S)组织正面临与 OHS相关的法律诉讼（取决于所涉及风险的严重程度和影响）:○否 ○是 

k)（适用 S)承包商公司（次级承包商公司）及其雇员临时大量出现，导致复杂程度或 OHS 风险增加

（如定期启停的炼油厂、化工厂、钢铁厂和其它大型工业联合体）:○否 ○是 

l)（适用 S)根据适用的国家法规和/或风险评估文件，危险物质存在的数量使工厂面临工业事故的

风险:○否 ○是 

m)（适用 S)认证范围内包含境外场所的组织（如果不熟悉法律法规和语言） 

15）近两年内是否发生重大质量/环境/安全事故/媒体曝光： 

□从未发生  □有发生，需简述事故发生及处置情况（另附页） 

事故、职业病发生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否 ○是 

15）如贵组织申请多体系审核，请填写体系结合程度： 

管理评审是否考虑结合所有体系覆盖范围 □全部 □部分 □没有 

内审结合程度 □全部 □部分 □没有 

方针、目标结合程度 □全部 □部分 □没有 

整合的体系过程方法 □全部 □部分 □没有 

文件整合，适用时包括作业指导书等 □全部 □部分 □没有 

整合的改进机制（如纠正和预防措施、测量、持续改进） □全部 □部分 □没有 

管理职责的结合 □全部 □部分 □没有 

审核

时 

使用

语言 

□中文普通话    

□英文    

□其他：          。 

其他需 

说明项 

 
 

曾获其

他认证

机构认

证证书

组织概

况 

注：获得过GICG认证的客户不必填写该栏目. 

1）是否曾获其他机构体系认证： □否 □是，曾获：○QMS ○EMS  ○OHS  ○其他 

2）曾获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机构名称：                           ，原认证证书有效期

至    年   月   日；证书注册编号(提供复印件)：                         。                           

现认证证书状态：   □有效   □失效   □暂停  □撤消  

3）申请认证转换时，填写转换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一年内是否被其他机构暂停、撤消： □否  □是（请提供暂停、撤消通知书） 

5）接受其它认证机构审核，但未通过： □否 □是，认证机构名称：                      ，未

通过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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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认证组织需提供的资料 

序

号 
资料名称或内容 

适用体系 

Q/EC E S MD 
服务

认证 

1.  注册申请表 ▲ ▲ ▲ ▲ ▲ 

2.  

有效法律地位证明文件（如：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等）；如管理体系覆盖多场所时，提供

涉及的每个多场所的法律地位证明文件（适用时）；组织机构代码

证（适用时）； 

▲ ▲ ▲ ▲ ▲ 

3.  
有效的资质证明（如：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生产许可证、3C认证

证书、安全许可证等）（适用时）； 
▲ ▲ ▲ ▲ ▲ 

4.  生产、加工或服务工艺流程图（适用时） ▲ ▲ ▲ ▲ ▲ 

5.  组织结构图与职责说明（或包含上述内容的文件） ▲ ▲ ▲ ▲  

6.  

体系文件：提供包括组织生产经营、服务活动基本情况、管理体

系范围、方针及必需的支持过程运行的文件（当认证标准有要求

时，应提供所需手册或程序文件） 

▲ ▲ ▲ ▲ ▲ 

7.  生产、加工或服务过程中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清单  ▲ ▲  ▲ 

8.  
生产、加工或服务过程中遵守适用的标准和规范清单，产品出口

时包括进口国的（适用时） 
▲    ▲ 

9.  多场所、多场所、在建（施）项目清单 ▲ ▲ ▲ ▲ ▲ 

10.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书）、登记表，环评批复，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三同时”验收报告），环境监测报告

（适用时） 

 ▲    

11.  
地理位置图、厂区平面图（包括污染物排放点分布）、污水管网图

（必要时） 
 ▲    

12.  
排污许可证（有废气、废水排放的必须提供，其他按当地环保主

管部门要求提供）； 
 ▲    

13.  重要环境因素清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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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全评价报告、安全“三同时”验收报告（适用拥有矿山、金属

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企

业） 

  ▲   

15.  

主要危险源清单、OHS风险、在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危险材料（清

单）、在组织场所内及组织场所外的工作人员的详细信息(组织场

所内的人数、是否有承包方,场所外的人数，包括经销、安装、运

输等方面的人员数量及主要工作性质) 

  ▲   

16.  消防验收报告（适用时）   ▲   

17.  有害作业场所职业健康安全检测报告（适用时）   ▲   

18.  
医疗器械 I 类产品提供备案证明，II、III 类产品提供医疗器械

注册证及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   ▲  

19.  
销售 II类医疗器械产品，提供经营备案证明；销售 III 类医疗器

械产品，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   ▲  

20.  

申请转换认证证书还需提供：1）原认证证书复印件；2）最近一

次初审或再认证审核报告；3）最近一次监督审核报告；4）当存

在严重不符合时，提供严重不符合报告及关闭严重不符合的相关

证据文件。 

▲ ▲ ▲ ▲  

21.  

当存在一个组织多个名称时，还需提供还需提供表明多个名称之

间确属同一组织同一体系的证明材料（如：双方或多方签订的法

律文件、上级主管单位的证明、股权证明等），并填写申请书附件

并加盖公章 

▲ ▲ ▲ ▲  

22.  相关服务场所室内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复印件（适用时）     ▲ 

23.  经营场所名称、地址、从业人员和主要设施设备的配置情况等     ▲ 

24.  质量、安全等相关第三方认证证书复印件（如有时）     ▲ 

25.  其他材料（适用时） ▲ ▲ ▲ ▲ ▲ 

(标注▲:表示需提供，未标注时，适用时提供)  



卡狄亚标准认证（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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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称/多场所/在建（施）项目清单 
 
□固定多场所（如：连锁店/分支机构/分公司等）     □临时多场所 (如：建设类的施工现场)       □多名称组织          

 注：1.若贵组织管理体系覆盖范围涉及固定多场所、多名称情况，请于认证申请时填写此表并随申请材料提交 GICG中国。  

   2.若贵组织管理体系覆盖范围涉及临时多场所，现场审核须选取在适宜的生产、施工阶段进行，请贵组织于现场审核前 30个工作日填写此表传递至 GICG中国运营

部或分公司客服经理处。 

             

本组织承诺,上述多场所信息真实无遗漏,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关责任。                      申请组织盖章： 

                 

序

号 

              基本情况 
                      
名  称 

职工数 
多场所/多名称/生产线 

覆盖产品、服务范围 

生产/施工 

阶 段 
地  址 

交通及总部

至分场所需

时间 

联系人/ 

电话 
备注 

1 
        

2 
        

3 
        

4 
        

5 
        

6 
        

7 
        

8 
        


	本公司自愿选择卡狄亚标准认证（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ICG中国）作为我组织管理体系认证机构。我公司郑重声明遵守如下要求：  

	fill_2: 
	fill_1: 
	fill_4: 
	fill_3: 
	fill_6: 
	fill_5: 
	fill_8: 
	fill_7: 
	fill_10: 
	fill_9: 
	fill_12: 
	fill_11: 
	fill_14: 
	fill_15: 
	fill_16: 
	Email: 
	fill_18: 
	fill_19: 
	fill_20: 
	Email_2: 
	fill_22: 
	fill_23: 
	fill_24: 
	fill_25: 
	Email_3: 
	fill_27: 
	fill_28: 
	fill_26: 
	fill_9_2: 
	GBT190012016ISO90012015: Off
	JASANZ: Off
	UKAS: Off
	CNAS: Off
	GBT190012016ISO90012015_2: Off
	fill_10_2: 
	CNAS_2: Off
	GICG: Off
	fill_11_2: 
	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Off
	JASANZ_2: Off
	UKAS_2: Off
	CNAS_3: Off
	fill_12_2: 
	GBT450012020ISO450012018: Off
	UKAS_3: Off
	JASANZ_3: Off
	CNAS_4: Off
	fill_13: 
	YYT02872017ISO134852016: Off
	GICG_3: Off
	toggle_18: Off
	GICG_4: Off
	fill_14_2: 
	toggle_19: Off
	toggle_20: Off
	toggle_21: Off
	toggle_22: Off
	fill_15_2: 
	fill_16_2: 
	fill_17: 
	fill_1_2: 
	toggle_24: Off
	toggle_25: Off
	toggle_26: Off
	toggle_27: Off
	toggle_28: Off
	fill_20_2: 
	toggle_29: Off
	toggle_30: Off
	toggle_31: Off
	toggle_32: Off
	toggle_33: Off
	toggle_34: Off
	toggle_35: Off
	toggle_36: Off
	fill_2_2: 
	group_7: Off
	undefined: 
	fill_4_2: 
	group_8: Off
	fill_5_2: 
	fill_6_2: 
	group_9: Off
	fill_7_2: 
	fill_8_2: 
	toggle_1: Off
	toggle_2: Off
	toggle_3: Off
	toggle_4: Off
	toggle_5: Off
	toggle_6: Off
	toggle_7: Off
	undefined_2: 
	fill_2_3: 
	fill_3_2: 
	toggle_8: Off
	toggle_9: Off
	undefined_3: 
	toggle_10: Off
	toggle_11: Off
	undefined_4: 
	toggle_12: Off
	toggle_13: Off
	undefined_5: 
	toggle_14: Off
	toggle_15: Off
	toggle_16: Off
	toggle_17: Off
	fill_7_3: 
	toggle_18_2: Off
	toggle_19_2: Off
	toggle_20_2: Off
	toggle_21_2: Off
	toggle_22_2: Off
	toggle_25_2: Off
	undefined_6: 
	fill_9_3: 
	toggle_23: Off
	toggle_24_2: Off
	undefined_7: 
	fill_11_3: 
	toggle_26_2: Off
	toggle_27_2: Off
	fill_12_3: 
	toggle_28_2: Off
	toggle_29_2: Off
	toggle_30_2: Off
	toggle_31_2: Off
	undefined_8: 
	toggle_32_2: Off
	toggle_35_2: Off
	toggle_33_2: Off
	toggle_34_2: Off
	group_14: Off
	group_15: Off
	group_16: Off
	group_17: Off
	group_18: Off
	group_19: Off
	group_20: Off
	group_21: Off
	group_22: Off
	group_23: Off
	group_4: Off
	group_5: Off
	group_6: Off
	toggle_7_2: Off
	toggle_8_2: Off
	group_8_2: Off
	undefined_9: Off
	undefined_10: Off
	undefined_11: Off
	undefined_12: Off
	undefined_13: Off
	undefined_14: Off
	undefined_15: Off
	undefined_16: Off
	undefined_17: Off
	undefined_18: Off
	undefined_19: Off
	undefined_20: Off
	undefined_21: Off
	undefined_22: Off
	undefined_23: Off
	undefined_24: Off
	undefined_25: Off
	undefined_26: Off
	undefined_27: Off
	undefined_28: Off
	undefined_29: Off
	toggle_32_3: Off
	toggle_33_3: Off
	undefined_30: Off
	fill_1_3: 
	fill_10_3: 
	toggle_35_3: Off
	toggle_36_3: Off
	QMS: Off
	EMS: Off
	OHS: Off
	toggle_40_3: Off
	fill_2_4: 
	fill_3_3: 
	fill_4_3: 
	fill_5_3: 
	fill_6_3: 
	toggle_41_3: Off
	toggle_42_3: Off
	toggle_43_2: Off
	toggle_44_2: Off
	fill_7_4: 
	toggle_45_2: Off
	toggle_46_2: Off
	toggle_47_2: Off
	toggle_48_2: Off
	fill_8_3: 
	toggle_1_3: Off
	toggle_2_3: Off
	toggle_3_3: Off
	fill_2_7: 
	fill_3_6: 
	fill_4_6: 
	fill_5_6: 
	fill_6_6: 
	fill_7_6: 
	fill_8_6: 
	fill_9_6: 
	fill_10_6: 
	fill_11_6: 
	fill_12_7: 
	fill_13_4: 
	fill_14_6: 
	fill_15_6: 
	fill_16_4: 
	fill_17_3: 
	fill_18_3: 
	fill_19_3: 
	fill_20_5: 
	fill_21_3: 
	fill_22_3: 
	fill_23_4: 
	fill_24_3: 
	fill_25_3: 
	fill_26_3: 
	fill_27_4: 
	fill_28_4: 
	fill_29_3: 
	fill_30_3: 
	fill_31_2: 
	fill_32_2: 
	fill_33_3: 
	fill_34_3: 
	fill_35_2: 
	fill_36_2: 
	fill_37_2: 
	fill_38_3: 
	fill_39_2: 
	fill_40_2: 
	fill_41_2: 
	fill_42: 
	fill_43: 
	fill_44: 
	fill_45: 
	fill_46: 
	fill_47: 
	fill_48: 
	fill_49: 
	fill_50: 
	fill_51: 
	fill_52: 
	fill_53: 
	fill_54: 
	fill_55: 
	fill_56: 
	fill_57: 
	fill_58: 
	fill_59: 
	fill_60: 
	fill_61: 
	fill_62: 
	fill_63: 
	fill_64: 
	fill_65: 
	Radio Button1: Off
	Text2: 
	Text3: 
	Text4: 
	Text5: 
	Text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