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证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编号： CSCA/K02-2017 

版本： （C/4） 

认证证书、标志和认可标识使用管理规定 

 受控状态：  受控  

受控编号：   

  

编     制： 周翱、李超  

审     核： 郑深  

批     准： 李铁男  

编制日期：  2017 年 08 月 01 日  

  

2017-08-15 发布                       2017-08-16 实施  

 
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认证证书、标志和认可标识使用管理规定 

编号：CSCA/K02-2017 

版本：C/4    第1页/共 8 页 

 

认证证书、标志和认可标识使用管理规定 

1 编制目的 

为加强对认证证书、标志和认可标识的管理，维护 CSCA 和持证方的信誉和利益，确保

认证证书、标志和认可标识的正确使用，制定本规定。 

2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CSCA）认证和认可有关的各

类证书、标志、认可标识的管理控制。 

3 认证证书的使用管理 

3.1 所有权 

认证证书的所有权属于 CSCA，持证方具有使用权。 

3.2 使用要求 

3.2.1 持证方仅可在认证证书有效的状态下，方可在产品广告、产品宣传材料上使用认   

证证书，方可在工程投标、产品销售过程中，向顾客出示认证证书。 

3.2.2 持证方不得利用认证证书和相关文字、符号误导公众认为认证证书覆盖范围外的

产品、过程或服务，宣传结果不应损害 CSCA 的声誉。 

3.2.3 持证方应保持获证产品质量稳定，可能影响认证结果有效性的认证产品变更未经

同意，不得使用该认证证书和标志。 

3.2.4 持证方应保证质量体系发生重大变化时报告 CSCA，并接受监督检查，监督检查

前及监督检查不合格者，不得使用该认证证书和标志。 

3.2.5 持证方应妥善保管认证证书，以免丢失、损坏。如发生认证证书丢失、损坏的可

申请补发。 

3.2.6 认证证书不准伪造、涂改、出借、出租、转让、部分出示或部分复印。 

3.2.7 对其他组织或个人妨碍持证方使用认证证书的行为可以向 CSCA 提出投诉； 

3.2.8 持证方保证证书覆盖范围内的管理体系运行稳定。 

3.2.9 建立认证证书、检查（审核）报告使用和管理制度，对认证证书的使用情况如实

记录存档； 

3.2.10 持证方应按时缴纳认证费用，以获得或保持证书有效； 

3.2.11 证书被注销或撤销后，获证方应按 CSCA 的要求将证书交还到 CSCA，并同时停

止在文件、网站、通过认证的工作场所、广告和宣传资料中展示认证证书，停止

有关认证信息用于广告宣传等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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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证书被暂停后，获证方在暂停期间应停止在文件、网站、通过认证的工作场所、

广告和宣传资料中展示认证证书，停止有关认证信息用于广告宣传等商业活动。 

3.3 错误使用类型 

3.3.1 在认证范围以外的场合使用认证证书； 

3.3.2 未经许可使用认证证书； 

3.3.3 在任何资料中发现有对证书的不正确宣传； 

3.3.4 未经 CSCA 批准，擅自更改证书内容； 

3.3.5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营业执照失效，商标注册证明或使用合同失效或

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 

3.3.6 在认证资格被暂停期间、注销或撤消后继续使用认证证书； 

3.3.7 证书被伪造、涂改、出借、出租、转让、倒卖、部分出示、部分复印等； 

3.3.8 其他类型认证证书的误用。 

4 认证标志的使用管理 

4.1  所有权 

除中国环境标志、中国节能产品、强制性产品、有机产品、良好农业规范、绿色产品、

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标志外，认证标志的所有权属于 CSCA，持证方具有使用权。 

4.2  使用要求 

4.2.1 只有基于产品合格评定颁发的第三方认证标志可以出现在产品上或产品包装上。

所有其他的第三方认证标志（如与质量或环境管理体系或服务相关的标志）不应

出现在产品、产品包装上，也不应以有可能被解释为产品符合要求的方式出现。、 

4.2.2 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获证产品应加施中国环境标志。获证企业应与生态环境部环

境认证中心签订中国环境标志使用承诺书，建立中国环境标志的使用和管理制

度，对中国环境标志的使用情况如实记录和存档；并在产品或其包装物、广告、

产品介绍等宣传材料中按《中国环境标志标识管理办法》正确使用中国环境标志。 

4.2.3 持证方应保持获证产品质量稳定，可能影响认证结果有效性的认证产品变更未经

同意，不得使用该认证标志。 

4.2.4 持证方应保证体系发生重大变化时报告 CSCA，并接受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前及

监督检查不合格者，不得使用该认证标志。 

4.2.5 管理体系认证标志不应用于产品或产品包装之上，或以任何其他可解释为表示产

品符合性的方式使用。管理体系认证标志不可用于实验室检测、校准或检验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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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或证书。不得在引用其管理体系认证资格时，暗示认证机构对产品（包括服务）

或过程进行了认证； 

4.3  错误使用类型 

4.3.1 在认证范围以外的场合使用认证标志； 

4.3.2 未经许可使用认证标志； 

4.3.3 各类标志相互错用； 

4.3.4 各类标志未按照规定与相关的标注一起使用； 

4.3.5 在认证资格被暂停期间、注销或撤消后继续使用认证标志； 

4.3.6 转让给其他组织使用认证标志； 

4.3.7 未与生态环境部环境认证中心签订中国环境标志使用承诺书而使用环境标志； 

4.3.8 其他类型认证标志的误用。 

5 认可标识的使用管理规定 

5.1  所有权 

CNAS 拥有 CNAS 认可标识的所有权，CSCA 拥有 CNAS 认可标识的使用权，获得 CSCA

产品认证的持证方可以按照本文件 5.3 的所有要求使用 CNAS 认可标识。 

5.2  申请使用流程 

5.2.1 持证方填写《持证方使用 CNAS 认可标识和（或）声明认可状态申请书》

（CSCA/K02.R01），将相关资料提交至 CSCA 认证管理部； 

5.2.2 CSCA 认证管理部对持证方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核，并在《持证方使用 CNAS 认可

标识和（或）声明认可状态申请书》（CSCA/K02.R01）上签署审批意见，向申请

方回复； 

5.2.3 审批通过，则双方签订《CSCA 认可标识使用协议》（CSCA/K02.R02），持证方按

本文件的要求使用认可标识，审批不通过，则持证方不得使用认可标识。 

5.3  使用要求 

5.3.1 CNAS 认可标识不得单独使用，应与 CSCA 的认证标志按如下方式使用： 

 

5.3.2 持证方施加 CNAS 认可标识仅限于与认证机构签订的《CNAS 认可标识使用协议》

产品 

 

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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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2.R02）中规定的产品； 

5.3.3 持证方使用 CNAS 认可标识或声明认可状态时不应产生误导，使相关方误认为

CNAS 对持证方出具的报告或结果负责，或对此结果的意见或解释负责； 

5.3.4 当认可要求发生变化，持证方为按时完成转换的，不得继续使用认可标识，也不

得以任何方式声明认可状态仍然有效； 

5.3.5 CSCS 产品认证获准 CNAS 认可时，持证方可在产品或单个包装上使用 CNAS 认

可标识或声明认可状态；CSCA 管理体系认证获得 CNAS 认可时，获证组织不得

将 CNAS 认可标识和（或）认可状态用于产品或产品包装上。 

5.3.6 被暂停认证证书的持证方应在被暂停范围内立即停止任何关于获得CNAS认可的

宣传，并应立即停止在产品或单个包装上使用 CNAS 认可标识或声明认可状态； 

5.3.7 被撤销、注销认证证书或缩小认证范围的持证方应在 CSCA 做出撤销、注销或缩

小认证范围决定之日起，在被撤销、注销认证证书或缩小认证范围内立即停止任

何关于或 CNAS 认可的宣传，收回、销毁和删除一切带有 CNAS 认可标识或声明

认可状态的产品或单个包装等； 

5.3.8 当持证方因使用 CNAS 认可标识或声明认可状态引起法律诉讼时，应及时通告

CSCA，CSCA 有权根据诉讼需要亲自申请或要求其申请 CSCA 作为第三人参与

诉讼；如果采取和解、撤诉等法律行动，应经 CSCA 书面准许。 

5.4  误用类型 

5.4.1 持证方误用、滥用或伪造 CNAS 认可标识以及误导宣传认可状态； 

5.4.2 持证方的认证证书被暂停、注销或撤销，持证方仍继续使用 CNAS 认可标识； 

5.4.3 持证方由于使用 CNAS 认可标识或声明认可状态，而引起法律诉讼，但未及时通

告 CSCA； 

6 纠正措施 

6.1 发现误用认证证书、标志或认可标识后，CSCA 向持证方发出《认证证书、标志或认可

标识误用处置通知书》（CSCA/ K02.R03），责令持证方立即停止使用，采取纠正措施，并

要求其向 CSCA 通报纠正措施有效性。 

6.2 对未采取有效措施或措施无效的持证方，按照规定暂停或撤销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的授

权，直至按照《批准、保持、暂停、注销和撤销认证的管理规定》（CSCA /K06-2017）的

规定暂停或撤销认证资格。 

6.3 被撤销认证注册资格后仍继续使用证书、标志、认可标识的，视情节按法律程序追究其



 
 

 

 

认证证书、标志和认可标识使用管理规定 

编号：CSCA/K02-2017 

版本：C/4    第5页/共 8 页 

 

法律责任。 

6.4 对伪造、贩卖认证证书、标志或认可标识等侵权行为，CSCA 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提

出诉讼，追究法律责任。 

6.5 持证方应承担误用认证证书、标志或认可标识给 CSCA 和 CNAS 造成的全部损失。 

7 相关/支持性文件 

CSCA /K06-2017 《批准、保持、暂停、注销和撤销认证的管理规定》 

8 记录 

CSCA/K02.R01 《持证方使用 CNAS 认可标识和（或）声明认可状态申请书》 

CSCA/K02.R02 《CSCA 认可标识使用协议》 

CSCA/ K02.R03 《认证证书、标志或认可标识误用处置通知书》 

9 附件 

 

附件 1：各种类型认证标志 

认证类别 认证类型 认证标志样式 

产
品
认
证 

有机产品认证 

 

良好农业规范产品认证 

 

   一级认证标志   

   

 二级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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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工效学产品认证 

 

CSCA 节能产品认证 

 

富硒食品认证 

 

高效照明产品认证 

 

中国环境标志 

 

中国节能认证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 

 

绿色产品认证标志（认

证活动 1） 

 

绿色产品认证标志（认

证活动 2 绿色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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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级标识 

 

二星级标识 

 

三星级标识 

绿色产品认证标志（认

证活动 2 不含绿色建

材） 
 

服
务
认
证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认证 

 

B2C 商品类电子商务交

易服务认证 

 

碳中和技术服务认证 

 

体
系
认
证 

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能源管理体系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森林认证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HA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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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认证标志或认可标识使用示例 

单独使用示例 

除 CNAS 标识外均可单独使用 

组合使用示例 

基本样式 

 

举例 

如企业获得的人类工效学证书带 CNAS 标 

 

 

 

 

产品 

 

认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