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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CG中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建立信任 

 

 
 
 
 
 

 
 
 

低碳核查项目申请与调查表 
 

申请项目 

 
温室气体核查 
碳足迹核查 
碳标签核查 
其它： 

申请组织 
（盖章） 

 

申请日期  

 

 

卡狄亚标准认证（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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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完成以下申请及调查表填写： 

申请组织:                                                法人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办公地址：                                 邮政编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职务:                电话/ 手机：                                       

联系人/职务：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手 机：                                        

郑 重 声 明 
本组织自愿向卡狄亚标准认证（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ICG中国）提出核查申请，并郑重承诺遵

守如下要求：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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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为核查工作做出必要的安排，包括但不限于为进行核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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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就获准核查的范围做相应的宣传； 

4、 宣传核查结果时绝不损害 GICG 中国的声誉，不做存在误导或 GICG 中国未授权的声明； 

5、 当接到暂停或撤销核查结果的通知时（不论如何决定的）, 立即停止涉及核查内容的广告和宣传，并按

GICG 中国的要求交回所有核查文件（包括证书和标志）； 

6、 核查结果只能用来证明贵组织在核查边界范围内、依据特定标准或其它规范性文件的数据结果，不得将

核查结果来暗示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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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文件、标志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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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承担双方约定的核查过程所发生的一切费用，按时缴纳核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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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本组织核查项目在发生变化时及时（5 个工作内）告知 GICG 中国。 

以上声明作为双方签署核查合同的一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申请方最高管理者/负责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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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核查项目 

申请核查范围 

（产品及边界） 核查期 核查依据标准、规范等 证书 

或声明类型 

□温室气体   

□ISO14064-1：2018 

□ 

 

  

□碳足迹 

涉及产品：               

 

系统边界：□从摇篮到厂门 

          □从摇篮到坟墓 

 
□ISO/TS14067：2018 

□PAS2050：2011 

GICG 

□产品/服务

碳标签 

涉及产品：               

 

系统边界：□从摇篮到厂门 

          □从摇篮到坟墓 

 

□ISO/TS14067：2018 

□PAS2050：2011 

□ 

□GICG 

□企业碳标

签 

 

涉及产品：               

 

系统边界：□从摇篮到厂门 

          □从摇篮到坟墓 

自评星级： 

 

□ISO/TS14067：2018 

□PAS2050：2011 

□ 

□GICG 

□其它： 

□其他     

核查类型 □首次申请        □再复核，说明：               □其他： 

一、申请组织

基本概况 

1）申请组织经济性质：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组织□内资企业□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股

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合伙

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其他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港、澳、台商独资经营

企业□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外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其他组织 

 

2）组织人数       人； 

(1)是否存在相同多条生产线○否  ○是，生产线数量        条； 

(2)公司是否采取轮班  ○否  ○是，实行       班制；   

    是否涉及夜班作业  ○否  ○是。 
3）是否按要求完成所申请核查项目的自我核查：○是  ○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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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所属行业：□发电 □电网 □钢铁 □化工 □电解铝 □镁冶炼 

□平板玻璃□水泥□陶瓷 □民航企业 □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 □独立焦化  

□煤碳 □造纸、纸制品 □其它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电子设备 

□机械设备制造 □矿山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公共建筑运营 

□陆上交通运输□氟化工□工业其他行业企业 □其它： 

二、申请资

料 
□营业执照  

□资质、生产许可证等  

□生产、加工或服务工艺流程图  

□组织结构图 

□核查文件、监测、统计数据等资料： 

○本次提供 ○核查组文件评审前 5天内提供 

□其它： 



卡狄亚标准认证（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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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所/多生产线清单  

 

注：若贵组织核查涉及多场所、多生产线情况，请填写此表并随申请材料提交 GICG中国。 

本组织承诺,上述信息真实无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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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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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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