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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EUROPELECTRO-欧洲电气电子行业办事处. 我们机构是欧洲工程协会(ORGALIME)在中国的电气
电子制造行业的代表.通过与 ORGALIME 1 的合作, 我们代表欧洲电气电子行业在华的声音.
EuropElectro 的宗旨是使欧洲和中国在电气电子产品的技术法规、标准化及认证领域联系更加紧
密，旨在促进双边电气电子产品贸易。
作为欧洲电气电子制造企业的利益代表组织, 我们的成员不仅有着很多跨国企业还有大量的中小
企业, 他们都是整个供应链的中坚力量. 这些企业不仅活跃在欧洲也活跃在世界很多地方, 尤其
是在中国. 其业务范围从家电到照明, 从电工到交通, 从部件制造, 系统集成直至交钥匙工程.
我们一直谨守我们的产品和行为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要求的原则.

我们一直非常积极地关注《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的修订草案. 我们仔细地逐条研读了《强制
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修订草案）》WTO TBT 征求意见稿。EuropElectro 和他的伙伴们非常感激认
监委的领导会见我们并倾听我们的意见和耐心解答我们的问题.在此我们就对这个修订草案的相关
条款提出如下建议。希望继续得到认监委和有关部门的支持。
我们的建议是建立在企业的立场上来提出的, 我们相信国内同行和国内企业也会支持和受益于我
们的行业意见。
我们非常支持法规制定者本着一直以来支持和引导行业发展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繁荣的原则，考
虑和接受我们的建议。
我们的建议按如下结构阐明，
1. 情况介绍
2. 关于认证技术方面的建议
2.1 行业标准作为强制性要求在 3C 制度中
制度中的应用
2.2 证书的 5 年有效期问题
2.3 认证证书注销
认证证书注销或者认证证书
注销或者认证证书暂停
或者认证证书暂停之日前已经合法地进入了市场销售或使用的产品
暂停之日前已经合法地进入了市场销售或使用的产品应该允许继续
之日前已经合法地进入了市场销售或使用的产品应该允许继续
销售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销售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第五十条的罚则也应该做相应的修改。
第五十条的罚则也应该做相应的修改。
2.4 分类管理的实施
2.5 第二十四条第四款：
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证书变更因质量管理体系变化不应该要重新工厂检查
2.6 取得证书后是否标志模压可以由企业自行按标准设计和使用，
取得证书后是否标志模压可以由企业自行按标准设计和使用，应该不用先得到审批
3. 对上位法的引用适用性的方面建议
对上位法的引用适用性的方面建议
3.1 对于法规第三十八条
对于法规第三十八条赋予地方认证执法机构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督检
第三十八条赋予地方认证执法机构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督检
查时，
查时，可以依法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
可以依法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
营场所实施现场，查封、
查封、扣押有关合同、
扣押有关合同、票据、
票据、帐薄以及其他资料。
帐薄以及其他资料。从
企业的角度，
企业的角度，我们对这个条款深感忧虑。
我们对这个条款深感忧虑。
3.2 召回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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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况介绍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QSIQ）和国家认证认可管理委员会（CNCA）于 6 月 24 日向 WTO TBT 提
交《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修订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共计六章五十九条。
我们注意到这个修订草案的一些条款比现行的规定有所提高。在一些条款中对 3C 的运作更加透明，
例如第四十一条对免办的管理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 在有些条款中考虑到了企业的利益，例如，
在第二十四条中证书变更程序有所简化，工厂地点变化了，而别的条件不变化的情况下不用再做实
验，只是做个工厂检查就可以变更证书了。 在第六条中强调了在 3C 活动中， 企业的商业秘密受
到保护。我们非常欢迎这些对企业发展具有意义的条款。
我们对另外的一些条款深感忧虑。一旦它们实施，这些条款将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巨大运营风险和
不必要的费用及工作。就这些条款我们做如下的建议。
我们共提出 8 条意见。 其中 6 条建议关注认证技术方面， 另外 2 条建议关注对上位法的引用适用
性的方面。
2. 关于认证技术方面的建议
2.1 行业标准作为强制性要求在 3C 制度中
制度中的应用
第九条第二款：加入了“行业标准”而现行的法规中是没有的。
行标目前没有向 WTO TBT 公告,不应该用作 3C 制度的强制性要求，。如果 CCC 使用任何强制性要求
例如行业标准，它至少应该向 WTO TBT 公告之后才能被 CNCA 批准在 CCC 实施规则中使用.
2.2 证书的 5 年有效期问题
原则上， 3C 制度是强制性的，任何产品如果正在销售，其责任人就不得不保证证书的长期有效。
从企业角度， 有效期的设定和其罚则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商业风险。我们不支持设立 5 年有效期。
对于有关的条款，我们还是做如下的分析和建议。
2.2.1 第九条第十款，这个新增条款限定了证书的有效期为 5 年。由于是认证机构操作这个换证程
序。建议 CNCA 出一个细则规定换证的目的，内容和费用以免操作中发生误导
2.2.2 应考虑对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认证委托人未申请延续使用的情形，先“暂停”再“注销”
而非直接注销。
如果证书到期没有申请延续使用，因为 CCC 是强制的，我们应先假设证书的持有人是因失误而造成
没有按时换证书,而不应假设证书的持有人自动放弃了证书。由于注销证书后不可以恢复，而企业
办理 CCC 的证书时是集中成批办理的,失误之后不仅要重新认证要花很多费用而且要影响大批的产
品不能出厂,销售。对此种情形应考虑对这个失误给个改正的机会，先“暂停”再“注销”。这与
规定 5 年有效期的初衷也不冲突。
建议第二十六条（注销认证证书）删除条款‘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认证委托人未申请延续使用的’，
将这条加在第二十七条（暂停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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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认证证书注销
认证证书注销或者认证证书
注销或者认证证书暂停
或者认证证书暂停之日前已经合法地进入了市场销售或使用的产品
暂停之日前已经合法地进入了市场销售或使用的产品应该允许继续
之日前已经合法地进入了市场销售或使用的产品应该允许继续
销售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销售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 第五十条的罚则也应该做相应的修改。
第五十条的罚则也应该做相应的修改。
建议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被注销、暂停或者撤销认证证书的规定）第二款改为:
自认证证书注销之日起，或者认证证书暂停期间，产品不得继续出厂、进口。已在销售渠道的，可
以继续销售。
自认证证书撤销之日起，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
中使用。
2.4 分类管理的实施
在第十七条中要求认证机构对获证产品的跟踪检查进行分类管理。 我们建议分类管理的实施应该
分步走，第一步不改变目前至少一年一次的跟踪检查的情况下，增加对屡次不合格企业的检查。对
于表现比较好的企业，目前不建议减少检查，以避免可能导致分类过程中不合理竞争而造成失去公
平的现象的发生。第二步，是否对于表现比较好的企业减少检查由认监委根据整个市场监督情况做
决定。

2.5 第二十四条第四款：
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证书变更因质量管理体系变化不应该要重新工厂检查
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证书变更因质量管理体系变化要求重新工厂检查。因为质量管理体系变很多只
是文件改变，尤其以 ISO9000 的体系变化为显著代表。 年审就可以覆盖了，最多应该是文件审查，
不必进行额外的工厂检查。对于现行实施法则中规定的十条产品质量保证要求已经通过证书的‘注
销’，‘暂停’和‘撤销’的管理得到了控制。 我们建议把操作性较差的“质量管理体系”变更
从这条中删除.
2.6 取得证书后是否标志模压可以由企业自行按标准设计和使用，
取得证书后是否标志模压可以由企业自行按标准设计和使用，应该不用先得到审批
第三十二条：取得证书后是否标志模压可以由企业自行按标准设计和使用，应该不用额外先得到审
批。因为市场监督时可以得到控制的
3. 对上位法的引用适用性的方面建议
对上位法的引用适用性的方面建议
3.1 对于法规第三十八条
对于法规第三十八条赋予地方认证执法机构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督检
第三十八条赋予地方认证执法机构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督检
查时，
查时，可以依法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
可以依法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查封、
查封、扣押有关合同、
扣押有关合同、票据、
票据、帐薄以及其他资料。
帐薄以及其他资料。从
企业的角度，
企业的角度，我们对这个条款深感忧虑。
我们对这个条款深感忧虑。
我们建议取消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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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条是从国务院 503 号令中引用的。本规定草案超出在上位法中产品质量法和国务院 503 号令
所规定的范围和程度，我们建议取消这一条。
（1）‘查封、扣押有关合同、票据、帐薄以及其他资料’超出产品质量法的相关罚则的规定范围
和程度；
（2）503 号令应该是针对食品、药品和玩具的产品安全的。而 3C 在本草案第二条中规定的范围涉
及到的不仅是产品安全，还有很多别的范围。
3.2 召回规定
建议取消这一条.
从逻辑上来说这条与 3C 的法规没什么直接关系，对召回的执行都会按照国务院 503 号令和 AQSIQ
的召回规定执行，放在 CCC 法规和不放在 CCC 法规没区别。如果不打算扩大到整个 CCC 的产品范围，
建议取消这一条，以免执法时容易误解。
-----------------------------

1．ORGALIME-欧洲工程协会代表来自 24 个国家机械，电气电子和金属行业的 35 行业协会。 这些
协会会员达 13 万家欧洲企业。其雇员达到 7 百万员工，年产值 117500 亿欧元，占欧洲制造业产出
的四分之一和欧洲制造产品出口的三分之一。

-意见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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