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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自我声明报送



主要内容

2



信息报送要求



报送要求

受限于有机码备案工作模式

《认监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自我声明评价方式和明确有关实施要求的公告》

认监委2019年26号公告（2019.12.25）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和实施要求的公告》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19年44号公告（2019.10.16）



系统操作说明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访问方式

1 2

http://www.cnca.gov.cn 

http://sdoc.cnca.cn

从认监委官网进入 直接访问报送系统

谷歌浏览器 火狐浏览器 IE10+

   浏览器要求

360浏览器极速模式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账号获取

在线注册

境内生产者/境外生产者境内授权代表

在报送系统首页，点击『企业注册』。

点击『认证机构注册』，用户名为认证机构批准号去除

CNCA-（如：CNCA-R-2002-001的登录名为 R-2002-001）

CCC指定实验室

使用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实验室审批系统账号及密码。

    自选实验室

    在报送系统首页，点击『自选实验室注册』，进行在线注册。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报送方式

受限于有机码备案工作模式

① 基于型式试验+工厂自查

② 基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结果

③ 基于自愿性产品认证结果        功能测试

④ ODM模式                                功能测试

√

√

① 基于型式试验+工厂自查

② 基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结果

③ 基于自愿性产品认证结果        功能测试

④ ODM模式                                功能测试

√

√



自我声明编号规则

9

       四位年份+00/96/97/98/99+四位产品分类代码+六位序列号，

00：指定实验室提交型式试验报告

99：自选实验室提交型式试验报告

96：ODM模式

97：强制性产品认证转自我声明

98：采信自愿性产品认证结果



基于型式试验+工厂自查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报送流程

基于型式试验+工厂自查

新增自
我声明
报送

流程

用户 企业

填写
组织
信息

填写生
产企业
信息

填写产品
类型及实
验室信息

填写产品
及检测报
告信息

上传工厂质
量保证能力
检查报告

上传
技术
文档

上传
自我
声明

1 2 3 4 5 6 7

生成自我声明

自选实验室/
指定实验室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

基于型式试验+工厂自查

1 填写组织信息

授权代表名称、授权代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授权代表地址信息可以在

                          功能中维护。

境外生产者境内授权代表报送 

生产者（制造商）、生产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生产者地址信息可以在

                          功能中维护。

境内生产者报送

企业自我声明联系人、移动电话、固定电话、电子邮箱在每个自我声明内单独维护。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

基于型式试验+工厂自查

2 填写生产企业信息

说明：可以填写多家生产企业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

基于型式试验+工厂自查

3 填写产品类别及实验室信息

系统自动判断产品是否应该由指定实验室进行型式试验。如果需要由指定实验室进行型式试验，
在选择实验室前，应自行确认实验室具有相应产品的检测能力。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

基于型式试验+工厂自查

4 填写产品及检测报告信息

由实验室上传型式试验报告 说明：实验室可以上传多份型式试验报告
          一份型式试验报告仅能关联一个自我声明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

基于型式试验+工厂自查

5 上传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报告

补充相关
内容后，
盖章上传

模板下载01 02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

基于型式试验+工厂自查

6 上传技术文档

序号 名称 是否必填

1 产品描述 必填
2 关键件/原材料清单 必填
3 结构图 适用时必填
4 电路图 适用时必填
5 其他 非必填

所有技术文档均需盖章后上传

企业需要确认型式试验报告和技术

资料是否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

□ 涉及，不同意公开

□ 不涉及，同意公开 

如果选择不同意公开，公众扫码查

询时只显示签字盖章后的自我声明附

件；如果选择公开，则公众扫码查询

时可以查阅企业提交的所有信息和附

件。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

基于型式试验+工厂自查

7 上传生产者及授权代表（适用时）自我声明

编辑符合
性声明

完整填写
必填数据
项

01 02

补充相关
内容后，
签字盖章
上传

02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报送流程

基于型式试验+工厂自查

添加检
测报告

用户 实验室

提交

型式试验覆盖的产品型号：

与企业信息关联，否则企
业无法使用实验室提交的
检测报告。

实验室承认或接受CB证书/报告，需填写CB证书/报告编号、发证机构信息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

修改
报告

1

2

企业已使用

企业未使用

实验室用户修改型式试验报告后，需企业确认。

实验室用户登录后直接修改即可。

用户 实验室

基于型式试验+工厂自查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变更自我声明信息

基于型式试验+工厂自查

变更
自我声明流程

用户 企业

填写本次变
更概要描述

修改自我声
明信息 提交

型式试验报告由实验室上传



基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结果



I. 基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结果实施自我声明，已取得认证委托人同意。在办理强制性产

品认证自我声明符合性信息报送过程中，对所提交的全部信息真实性负责，如有虚

假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II. 为便利持CCC证书的企业及时完成向自我声明评价方式转换，对符合性信息报送要

求予以简化。企业在转换时可免于在系统上报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报告等技术

资料，但不免除须符合《自我声明实施规则》有关要求的义务，并应在下一次变更

自我声明信息时对技术资料予以完善。

III. 一张CCC证书只能做一次自我声明转换操作。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报送流程

基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结果

新增自我
声明报送流程

用户 企业

输入CCC
证书号

补充组
织信息

确认由证书转换
过来的相关信息 上传自我声明

1 2 3

确认证书信息与本自我声明的
生产者名称是否一致 生成自我声明

4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

2 填写组织信息

1、授权代表名称、授权代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授权代表地址信息可以

在

                          功能中维护。

境外生产者授权代表报送 

生产者（制造商）、生产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生产者地址信息可以在

                          功能中维护。

境内生产者报送

2、由证书信息带过来的生产者（制造商）、国别地区、生产者地址不允

许修改。如需修改，请与发证机构联系。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

3 确认由证书转换过来的信息

确认自我声明信息

生产企业信息 行政区划

如果需要修改由证书信息带过来的相关内容，

请与发证机构联系。

认证机构在认证认可业务信息统一上报平台

进行证书信息变更。

产品信息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

产品系列、型号、规格

型式试验报告附件
规格型号附件

       产品系列、型号、规格字段来源于认证证书的规格型号，认证机构可能通过压缩文件包方式报送规格型号，字段显示

为“详见附件”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转换为自我声明后，认证机构将将注销对应的CCC证书。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

基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结果

4 上传生产者及授权代表（适用时）自我声明

编辑符合
性声明

完整填写
必填数据
项

01 02

补充相关
内容后，
签字盖章
上传

02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

基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结果

用户 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需及时上报证书变更

信息，便利企业由强制性产品

认证证书转换为自我声明。

变更证书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转换为

自我声明后，认证机构需将

证书及时注销。

注销证书

发现由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转换

为自我声明的型式试验报告附件

有问题，认证机构需及时变更。

变更型式试验报告

认证认可业务统一上报平台   http://report.cnca.cn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变更自我声明信息

基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结果

变更
自我声明流程

用户 企业

填写本次变
更概要描述

修改自我声
明信息 提交

1、补充技术资料

2、原有型式试验

报告不能删除，新

增报告需由实验室

上传。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

技术资料 基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结果

1、型式试验报告 原有型式试验报告不能变更
新增报告由实验室上传

2、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报告 补充

3、技术文档

产品描述 补充

关键件/原材料清单  补充

结构图  补充（适用时）

电路图  补充（适用时）

其他  补充（可选）



自我声明延期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延期自我声明

02

01 有效期为10年。

自我声明有效期

企业需在有效期届满前
90天内办理延期。

自我声明延期

自我声明到期后如果企业不进行延期，系统将自动注销到期的

自我声明。



数据使用场景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

查看自我声明信息



认证认可业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查看自我声明信息 http://cx.cnca.cn



认证行政监管系统

自我声明后市场监督 http://jg.cnca.cn



联网核查数据交换平台

www.islide.cc 37

自我声明信息与海关共享



后续工作安排



4.1完善系统功能
I. 基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结果

1. 批量导入指定认证机构报送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对应的型式试验报告附件

2. 指定认证机构可通过系统获取已转换为自我声明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便利指定认证机构注销

CCC证书

3. 进一步完善指定机构/实验室行政审批系统与企业自我声明系统信息联动

II. 基于自愿性产品认证结果

1. 完成功能开发、测试，春节前正式上线

2. 进一步完善认证机构行政审批系统与企业自我声明系统信息联动

3. 进一步完善认证证书状态与自我声明状态之间的信息联动

IV. ODM模式

1. 完成功能开发、测试，春节后正式上线。

IV. 收集用户（企业、实验室、认证机构、…）意见，持续优化、完善



www.islide.cc 40

4.2 统计分析

从以下维度，按月统计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声明实施情况：

•  产品类别

• 生产者/授权代表

• 自我声明方式

• 境内/境外

• 行政区划

• ……



感谢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欢迎批评指正！

 热线电话：4008396116
网上咨询：800184834

     信息中心：010-82261509
                       010-82261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