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认证机构资质审批条件及材料要求

一、取得法人资格

取得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法人资格证明文件。

二、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必要的设施

申请者应当具备必要的商业办公场所，不允许以民用住宅作为固定办公场所。办公场所的地址

应当与法人证明文件中列明的地址相一致。办公场所为租赁性质的，应当提交租赁合同，租赁

合同期限应当长于一年。办公场所为自有房产，应当提交自有房产证明。

申请者应当具有开展认证活动所必需的设备（硬件和软件）以及支持性配置（通讯或信息系统），

包括产品储存室、档案保管设施、认证业务处理系统、证书印制设施、认证人员培训设施以及

工作人员的桌椅、文件柜、电脑、电话等基本办公设施，必要时还需具备产品检验检测实验室。

办公场所和设施与申请者开展业务范围的规模相适应。

三、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300 万元

法人资格证明文件中的注册资本/开办资金，实缴不得少于人民币 300 万元；以其他币种注册

的，按汇率换算不得少于人民币 300 万元。申请者的出资方应当提供相关资信证明，同时应

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其相关规定要求。

由于认证机构公正性的要求，出资方不能对认证业务的公正性、独立性产生冲突或影响。如出

资方在其他认证机构任职时，应提供认证机构的知情同意证明。自然人投资方个人资信良好，

没有不良记录。

四、有符合认证要求的管理制度

申请管理体系认证的，需符合 GB/T 27021.1《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要求 第 1 部

分：要求》及 GB/T 27021 系列标准下其他相关标准要求，以确保持续具有开展管理体系认证

的能力，一致性和公正性。

申请一般工业产品自愿性认证和服务认证的，需符合 GB/T 27065《合格评定 产品、过程和

服务认证机构要求》。

申请食品农产品自愿性认证的，需建立“产品认证/01 农林（牧）渔；中药”和 /或“产品认证 /03
加工食品、饮料和烟草”和 /或“管理体系认证 06 食品农产品管理体系”的认证实施规则和制度，

符合 GB/T 27065《合格评定 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和 /或 GB/T 27021.1《合格评

定 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要求 第 1 部分：要求》。



4.1 组织结构及相应职责

4.1.1 申请者的组织结构，管理层和其他认证人员及相关委员会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应当形成

正式文件。

4.1.2 保证公正性的委员会的产生、代表的利益方、责任和权利、成员能力、运行规则应当形

成正式文件。

4.2 公正性的管理

申请者应当编制公正性管理制度，确保独立、公正、客观地开展认证活动，并防止发生由于商

业、财务或其他压力而导致的损害公正性的行为。申请者应当有文件证明其已识别所有相关利

益方对其公正性的影响，并能采取明确可行的控制措施，并建立制度进行管理。公正性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4.2.1 经营范围中是否含有可能对认证活动的客观公正产生影响的产品开发、营销等活动。

4.2.2 是否有可能与行政机关存在利益关系。

4.2.3 接受的资助是否有可能对认证活动的客观公正产生影响。

4.2.4 是否有可能与认证委托人存在资产、管理方面的利益关系。

4.2.5 法人出资者是否为认证咨询机构、产品生产企业、营销平台、行业协会以及相关竞争性

较强行业的企业。

4.3 认证风险的管理

申请者应当能证明已对认证活动引发的风险进行了评估，并对各个活动领域和运作地域的业务

引发的责任作出了充分的安排（如保险或储备金）。

4.4 人员管理的相关要求

申请者应制定认证人员管理制度，对影响认证活动的各类人员的选择条件、聘用程序、培训程

序、能力准则和能力评价准则及评价考核方法作出明确规定，以保证认证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符

合要求。

申请者应当明确规定不聘任或者使用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从事认证活动的人员。

4.5 高级管理人员

申请者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市场监管总局（认监委）相关规定要

求，熟悉认证机构运作基本要求，具备履行职务所必需的管理能力。



4.5.1 申请者应当制定文件规定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聘用、考核以及相关的责任义务等管理

要求。

4.5.2 申请者应当明示高级管理人员无犯罪记录，无认证认可行业的不良从业记录。

4.5.3 高级管理人员的评价证实性材料应包含：学历、工作经历、与认证认可相关的工作经历、

培训经历、评价结论等内容。

4.6 认证过程的管理要求

申请者应当制定程序文件对认证活动实施全过程进行有效管理，以保证认证活动的有效性和公

正性。至少应当包括申请评审、审核方案的制定、抽样方案、审核计划、审核实施、审核报告、

认证决定、监督、再认证以及暂停、撤销或缩小认证范围等程序。

4.7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管理

申请者应当制定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管理规定，明确认证证书载明的内容、获证组织使用认

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管理规定以及误用或未按照规定使用时应当采取的措施。

认证证书样本应当符合认证认可相关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的要求，并向公众提供查询认证证书

基本信息的方式。

4.8 其他内部管理规定

申请者应当制定申诉投诉、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档案记录管理、分支或派出机构管理、

内审和管理评审、信息公开、保密等内部管理制度要求。

应当制定对市场监管总局（认监委）认证规则备案、认证业务信息备案、认证机构信息报送等

规定的执行程序。

五、有 10 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5.1 认证机构应当具备 10 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5.2 专职认证人员包括认证规则和认证方案制定人员、认证申请评审人员、认证审核 /评价方案

管理人员、认证审核人员（拟从事管理体系认证审核、产品认证检查、服务认证审查的人员）、

认证决定或复核人员、认证人员能力的评价人员等。

5.3“专职”是指认证人员应能够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5.3.1 与申请者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人员。社保缴费单位为申请者、申请者分

支机构或申请者委托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5.3.2 申请者返聘的具有认证人员注册资格的退休人员和企事业单位内退人员。正式退休或提

前退休的人员，提供退休证明以及与认证机构签订的聘用合同或劳务合同；内退人员提供由退

休前所在单位或单位人事部门确认的证明以及与申请者签订的聘用合同或劳务合同。

5.3.3 申请者的出资方为事业单位时，由出资方任命在申请机构任职的事业编制人员。由申请

者的出资方提供事业编制证明。

5.4“相应领域”是指专职认证人员应当具备与申请领域相适应的素质和能力，具体如下：

5.4.1 通用要求

教育经历：具备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含）以上学历；或大专学历并具有申请领域相应专业中

级（含）以上技术职称；相应专业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及“学位授予和人才

培养学科目录”为准。

工作及专业工作经历：满足相应领域专业要求，研究生学历相关人员应具有至少

2年全职工作经历（含至少 1年专业工作经历）；大学本科学历相关人员应具有

至少 4年全职工作经历（含至少 2年专业工作经历）；大专学历应具有至少 6

年全职工作经历（含至少 4年专业工作经历）。专业工作经历从取得学历后算起，

仅有审核经历不能认定为专业工作经历。

5.4.2 相应领域专业要求

I 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认证领域的认证规则和认证方案制定人员、认证审核人员、认证决定或复核人员需要

满足以下要求：

I-1 质量管理体系

a.专业知识

掌握以下质量管理相关工具、方法、技术：常用统计技术方法和应用；测量/计量知识以及对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管理要求；标准化知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要求等；顾客满意的监视和

测量、投诉处理、行为规范、争议解决的知识；质量计划；质量管理体系自我评价方法；卓越

绩效模式；持续成功（GB/T 19004）；风险管理知识和方法。

b.工作经历

适宜的专业工作经历包括：产品和服务的设计、生产、技术、检测、质量管理、教学、科研及

相关标准制修订等工作经历。

I-2 环境管理体系

a.专业知识



掌握以下环境管理相关工具、方法、技术和理念:清洁生产和生命周期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掌

握向水体排放的污染物，理解污水治理技术的相关知识；掌握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理解大气

治理技术的相关知识；掌握固体废物基本分类、危险废物的基本分类，理解固体废物的处理技

术的相关知识；掌握噪声的分类,理解资源能源消耗及治理技术的相关知识。

b.工作经历

适宜的专业工作经历包括：生产过程环境管理、污染预防及治理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

监测和环境规划、清洁生产审计、节能减排、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管理教学、科研及相关标准

制修订等工作经历。

I-3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a.专业知识

掌握以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相关工具、方法、技术：

——掌握特定专业性的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方法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目的、意图和基本

概念；

（注：特定专业性的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技术是指可用于特定生产运行和活动的危险源辨识

和风险评价方法。例如：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故障类型与影响分析（FMEA）、

故障树分析（FAT）等。

——掌握特种设备的概念、分类和国家法律法规、标准对特种设备管理的通用要求。

b.工作经历

适宜的专业工作经历包括：安全生产管理、职业病防治、职业健康安全监测、安全评价、安全

工程技术、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教学、科研及相关标准制修订等工作经历。

I-4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

a.专业知识

信息安全管理相关专业知识包括：

掌握网络结构与通信基础、数据安全、载体安全、环境安全、边界安全、应用安全等相关技术；

掌握与组织业务活动相关的知识，例如：流程、资产、风险、安全要求、控制措施以及信息安

全技术和信息技术在业务活动中的特定应用等方面的知识；了解信息安全管理相关工具、方法。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相关专业知识包括：



掌握数据处理服务、软件开发和部署服务、测试服务、集成服务、IT 运维服务和租赁服务；

掌握网络与通讯、操作系统、数据系统、数据库、基线、配置库、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

信息系统运维、支持性基础设施、机房环境、信息安全、云基础、物联网、工业控制系统、智

能楼宇、各行业典型信息系统等。了解信息技术服务管理相关工具、方法，例如：运行维护管

理平台、事件管理工具、监视和测量工具。

b.工作经历

适宜的专业工作经历包括：信息安全相关专业包括信息安全、密码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

算机应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应用、人工智能、计算数学与应用数学、自动

化、通信、电气等相关的专业；信息技术服务相关专业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技术应

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信息安全、密码学、计算数学。

II 产品认证（除 01 和 03 认证领域）

从事产品认证的人员专业工作经历为从事所申请产品领域生产设计、质量管理、认证认可、检

验检测，标准制修订工作。

III 食品农产品认证

食品农产品相关专业包括：（专科、本科）0703 化学类、0707 海洋科学类、0710 生物科学

类、0813 化工与制药类、0816 纺织类、0817 轻工类、0823 农业工程类、0824 林业工程类、

0825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0826 生物医学工程类、0827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09 农学、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1008 中药学类；（研究生）0703 化学、0707 海洋科学、0710 生物

学、0713 生态学、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0821 纺织科学与工程、0822 轻工技术与工程、0828
农业工程、0829 林业工程、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0831 生物医学工程、0832 食品科学与工

程、0836 生物工程、09 农学、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1007 药学、1008 中药学。

IV 服务认证

申请从事服务认证的机构，认证审查人员、认证决定或复核人员和认证人员能力的评价人员应

分别具备 2 名以上，其他人员宜具备 2 名以上。

申请住宿服务；食品和饮料服务、邮政和速递服务、电力分配服务；通过主要管道的燃气和水

分分配服务、金融中介、保险和辅助服务、科学研究服务、电信服务；信息检索和提供服务、

教育服务、卫生和医疗保健服务、污水和垃圾处置、公共卫生及其他环境保护服务等领域的专

职认证人员应当至少有 50%具备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以上相关专业学历并取得学位。

对于专职认证人员为非相关专业时，应至少具备与从事的认证领域相关专业中级（含）以上技

术职称。

服务认证领域专业经历为从事所申请领域专业技术、质量管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标准制

修订工作。



5.5 专职认证人员应当具备的能力

5.5.1 认证规则和认证方案制定人员

具有相应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熟悉认证依据标准或规范性文件；熟悉认证认可相关标

准及认证程序要求；熟悉相应领域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其他要求。

5.5.2 认证申请评审人员

熟悉认证依据标准或规范性文件；熟悉相应认证领域划分并能正确判断认证委托人委托的认证

领域和专业；熟悉本机构相应领域专业资源配备情况。

5.5.3 认证审核方案管理人员

熟悉认证依据标准或规范性文件；熟悉认证认可相关标准及认证程序要求；能够识别各认证领

域的专业特点；能够根据认证客户的业务/产品 /过程/组织结构的知识和信息识别其对审核方

案，特别是对审核组的能力要求；熟悉本机构相应领域专业资源配备情况。

5.5.4 认证审核人员

具有与认证领域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熟悉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理解和掌握认证依

据标准或规范性文件；熟悉认证认可相关标准及认证审核原则、实践和技巧；了解企业管理和

组织运作相关知识，了解认证机构认证管理过程要求，完全能够按照认证机构的程序和过程开

展工作。

5.5.5 认证决定或复核人员同认证审核人员的能力要求。

5.5.6 认证人员能力的评价人员：

熟悉认证认可相关标准及认证程序要求；能够识别各认证领域的专业特点；熟悉认证流程及认

证过程各阶段的专业管理要求；掌握专业能力评定要求；熟悉各类认证人员的能力准则，能正

确选择对认证人员能力评价的方法，并能基于已有的证据准确判定受评价人员的能力与准则的

符合性。

5.6 专职认证人员能力评价

5.6.1 申请者应根据建立的认证人员专业能力评价准则，从认证人员专业能力需求、认证人员

专业能力、认证人员专业能力评价等方面评价认证人员的专业能力。认证人员专业能力评价应

全面覆盖专职认证人员。

5.6.2 评价结果证实性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被评价者的学历、与所评价专业相关的

工作经历、认证认可经历、培训经历以及其他可支撑评价结论的信息以及评价结论，评价过程

和评价结论应符合 GB/T 27021.1《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求 第 1 部分：要求》、GB/T



27065《合格评定 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等认证认可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认

证机构自身的人员管理程序。

六、其他要求

6.1 申请从事产品认证活动的机构，还应当具备与从事相关产品认证活动相适应的检验检测等

技术能力。对所申请的产品认证领域具备自有或签约检测资源，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相关资质，

检测机构能力范围应能覆盖认证机构所申请的具体产品。

6.2 申请从事产品认证（01 和 03 认证领域）活动的机构，还应当具备食品农产品的科研、检

测、推广、行业管理等任一背景。

6.3 从事市场监管总局（认监委）或者市场监管总局（认监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推行的认

证制度还应当满足市场监管总局（认监委）或者市场监管总局（认监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定发布的有关部门规章或者行政规范性文件中列明的准入要求。

6.4 设立外商投资认证机构应当提供中文版的申请材料，并附上申请人对中文版内容负法律责

任的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