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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认证生产企业分类管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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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认证生产企业分类管理细则 

 

1. 目的 

生产企业分类管理，是指针对同类别产品的生产企业，方圆根据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

力、诚信守法状况及所生产产品的质量状况等与质量相关的信息进行综合评价，对生产企

业进行分类，从而对不同类别生产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在认证模式选择、单元划分原则和获

证后监督等方面实施差异化管理，以实现控制认证风险、提高认证活动的质量和效率、确

保获证产品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目标。 

各适用企业分类管理的产品认证可依据本文件制定适宜的认证要求，也可根据不同认

证、不同产品、行业的具体情况、特点，制定适宜的认证要求。对企业分类管理的具体实

施要求，详见各类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细则。 

 

2. 适用范围 

2.1 适用的认证范围 

（1） 适用于方圆的 CCC 认证产品； 

（2） 适用于调出CCC认证目录或实施 CCC认证目录中自我声明评价方式的方圆标志认

证产品； 

（3） 其它方圆标志认证产品可参照实施。 

2.2 适用的生产企业 

（1） 根据规则/细则，对生产企业评价，进行分类管理； 

（2） 对于实施统一管理的生产者的生产企业进行整体分类管理评价，实施时可依据规则

/细则的要求，也可根据生产者的情况制定定制化的方案或合作协议。 

 

3. 企业分类管理的原则 

3.1 依据质量信息进行分类的原则 

方圆依据所能获取的所有与生产企业及获证产品质量相关的信息，将生产企业分类 A、

B、C、D 四类。分类依据的质量信息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质量监督抽查（国抽、省抽等）信息； 

（2） 因生产企业责任导致产品质量存在问题而被媒体曝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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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型式试验的不合格及整改信息； 

（4） 监督抽样检测的不合格信息； 

（5） 方圆对生产企业检查时发现的不符合信息； 

（6） 相关认证相关规定遵守程度的信息； 

（7） 其他实施认证过程中发现的质量信息。 

3.2 动态调整与分类实施的原则 

方圆通过对认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的证后监督，获取最新的质量信息并据此对企业分

类进行动态调整，并根据调整后的企业分类实施相应的认证要求。 

方圆按照“控制认证风险、实行差异管理、提高认证效能”的原则，在认证实施过程

中，若有证据、信息能够证明生产企业存在诚信缺失、产品质量管理存在风险等情况时，

方圆对生产企业分类进行调整并增加认证要素，对认证风险进行控制。对不同分类的企业

实施不同的认证要求。以达到对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能力、自律意识、产品质量持续提升的

作用。 

 

4. 企业分类条件及动态调整方式 

4.1 初始认证的企业分类 

对于初次认证向方圆委托认证的生产企业，如有相关质量信息能够支持企业分类时，

企业向方圆提供相关信息资料，方圆对资料信息进行核实、评价后，确定生产企业的初始

分类；如果没有相关质量信息支持企业分类，则企业分类暂定为 B 类；方圆根据初始认证

实施过程中的型式试验、初始检查等相关信息在发证前调整、确定其分类。调整分类的条

件如下： 

（1） 如满足下述条件，可调整为 A 类： 

a) 一次产品型式试验合格； 

b) 初始检查直接通过（无不符合项）； 

c) 必要时（见特定产品认证实施细则），生产企业具备良好的自主设计能力，提供

设计能力证明资料，方圆评审后验证设计能力属实的； 

d) 必要时（见特定产品认证实施细则），生产企业具备认证产品的检验能力，方圆

评价后，检验设备及人员能力等企业检测资源符合可利用条件的。 

（2） 如遇下述情况之一，则调整为 C 类： 

a) 产品型式试验存在认证认证特性（安全、EMC、含量等）的检验项目的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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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后仍不符合标准要求的； 

b) 初始检查时存在不符合需现场验证或检查不通过的； 

c) 方圆根据认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的质量信息综合评价为 C 类的； 

d) 产品型式试验样品真实性存在问题。 

（3） 如初始检查不通过，则调整为 D 类。 

4.2 认证实施过程中企业分类的调整 

方圆根据认证实施过程中获取的认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的质量信息，对企业分类进行

动态调整，维持当前企业分类，或按 A-B-C-D 顺序调整到下一类、逆序调整到上一类，

或直接调整到相应分类。 

（1） 满足下述条件的，则维持企业分类： 

a) 生产企业检查不超过两个不符合项的； 

b) 产品型式试验、监督抽样检测（如有）合格的； 

c) 生产企业检查时没有发现严重不符合项； 

d) 国抽、省抽等质量监督抽查（如有）合格的； 

e) 方圆的企业分类评价结果为维持的。 

（2） 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则顺序调整到下一类： 

a) 生产企业检查时发现三个及以上不符合项的； 

b) 认证技术负责人（如有）失职，或产品变更控制存在严重问题的； 

c) 生产、检验设备资源及人员能力不能满足认证要求的； 

d) 方圆的企业分类评价结果为顺序调整到下一类的。 

（3） 满足下述条件的，则逆序调整到上一类： 

a) 生产企业检查时未发现不符合项； 

b) 满足 1）且未发生 4）、5）的情况； 

c) 由 B 调整为 A 时，应满足 4.1 中 1）中 c）、d）条件且连续两年维持 B 类； 

d) 方圆的企业分类评价结果为逆序调整到上一类的。 

（4） 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则调整到 C 类： 

a) 生产企业检查结论为“现场验证”的； 

b) 监督抽样检测时，非关键试验项目不合格的； 

c) 认证产品被媒体曝光，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且系生产企业责任，但不涉及暂停、撤

销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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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方圆的企业分类评价结果为 C 类的。 

（5） 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直接调整到 D 类： 

a) 生产企业检查结论为“不通过”； 

b) 无正当理由不接受跟踪检查或监督抽样； 

c) 监督抽样检测时，关键试验项目不合格的； 

d) 质量监督抽查结果“不合格”且系生产企业责任的； 

e) 违反相关规定、被媒体曝光及其他不满足认证要求而被暂停、撤销认证证书的； 

f) C 类企业发生 4）中情况的； 

g) 方圆的企业分类评价结果为 D 类的。 

 

5. 企业分类结果在认证实施中的应用 

5.1 认证模式的选择 

为保证认证产品一致性和标准符合性，方圆根据生产企业诚信自律、有效管理、稳定

生产的管理水平对生产企业进行分类，并根据企业分类，在特定产品认证实施细则中规定

认证模式的选择条件，明确认证实施要素。具体见特定的产品认证实施细则。 

5.2 认证单元的划分 

根据企业分类，在特定产品认证实施细则中规定产品认证单元的划分要求，明确单元

覆盖范围。具体见特定的产品认证实施细则。 

5.3 生产企业自有检测资源的利用 

利用企业检测资源进行型式试验或抽样检测时，仅限 A、B 类企业。 

5.4 根据企业分类确定获证后监督检查的频次和实施方式 

    根据规则/细则要求，正常实施的获证后监督检查的频次和实施方式如下，特殊工厂

检查除外： 

5.4.1 获证后监督检查频次 

（1） A 类企业，24 个月内至少监督一次； 

（2） B 类企业，12 个月内至少监督一次； 

（3） C 类企业，9 个月内至少监督一次； 

（4） D 类企业，6 个月内至少监督一次。 

5.4.2 获证后监督检查实施方式 

（1） A、B 类企业采取预先通知的方式进行获证后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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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D 类企业可优先采取飞行检查的方式进行获证后监督检查。 

5.5 根据企业分类确定监督抽样检测要求 

根据企业分类，是否实施抽样检测，以及如何实施抽样检测的要求，可参考各相关认

证实施规则/细则。 

 

6. 企业分类的信息传递和通报 

6.1 企业分类信息的获取 

对于初次认证的生产企业，方圆通过实施认证确定生产企业的分类。 

对于在其他机构认证过的生产企业，向方圆提出认证委托时，方圆通过对其他机构认

证结果的评价，确定企业分类。必要时，方圆向其他认证机构咨询企业分类信息。 

在方圆实施认证的生产企业，如转到其他机构继续认证，其他机构向方圆咨询企业分

类信息时，方圆征得企业同意后，向其他机构提供企业分类信息。如方圆认证的生产企业

同时在其他机构保持认证的，方圆发现获证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隐患及生产企业需予以重点

监控的，方圆将相关信息及时通报其他机构，必要时报送国家、地方相关部门。 

6.2 企业分类信息的传递和使用 

生产企业分类管理信息仅作为方圆为保证认证结果有效性采取的内部管理措施，企业

分类确定或调整后，方圆通知生产企业，企业不得在市场推广、宣传等活动中使用企业分

类信息。 

6.3 企业分类信息的报送 

方圆定期将企业分类信息报送国家、地方相关部门，如 CCC 认证。 

 

7. 相关文件 

CNCA-00C-003《生产企业分类管理、认证模式选择与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