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件
张市监〔2017〕6 3号

关于转发〈< 关于开展儿童用品强制性产品认证 
专项监督检查的通知》的通知

各分局：

现将苏州市质监局《关于开展儿童用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专项 

监督检查的通知》（苏质技监认发〔2017〕4 号）（附件 1 ) 转发 

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

1. 开展监督检查。按照儿童用品强制认证相关要求，结合曰 

常监管工作对辖区内的儿童用品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以及在经 

营活动中使用的企业开展现场监督检查。

2. 加强隐患排查。结合日常监管工作按照强制性产品认证目 

录内儿童用品（详见附件2:国家认监委2014年第 4 5号公告《国 

家认监委关于发布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的公告》中 

第二十项）进行检查并认真填写《强制性认证产品生产企业现场 

检查表》和 《强制性认证产品市场检查表》，发现涉嫌违法违规 

行为，要将情况及时报局产品质量监管科。

3 .  坚决查处违法行为。检查中发现有无证或伪造、冒用、 

超范围使用认证证书、认证标志及其他违法行为的，坚决采取措 

施予以制止并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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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及时分析总结。请各分局于2017年 8 月 2〇曰前将《强制 

性认证产品检查汇总表》和检查情况总结以纸质和电子档形式反 

馈市局产品质量监管科，纸质须加盖各分局章。联系人:顾红艳， 

联系电话：58183217。

附件：1.关于开展儿童用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专项监督检查的 

通知

2. 国家认监委2014年第45号公告《国家认监委关于 

发布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的公告》

3. 强制性认证产品生产企业现场检查表

4. 强制性认证产品市场检查表

5. 强制性认证产品汇总检查表

张家港市市场监管局办公室 2〇17年6 月 1 3日印发



苏娜廳齡■局文件
苏质技监认发〔2017〕4 号

关于开展儿童用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专项

监督检查的通知

各市、区市场监管局：

为进一步加强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儿童用品监管，切实维 

护儿童的合法权益，防止儿童用品对儿童身心健康的侵害，提升 

儿童用品产品供给质量和认证有效性，结合2017年世界认可曰主 

题活动一玩具行业全面质量升级行动，决定开展儿童用品强制性 

产品认证专项监督检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对象

全市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儿童用品（详见：国家认监委



2014年第45号公告《国家认监委关于发布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 

描述与界定表的公告》）生产企业、销售企业。

二、 检查时间

2017年 6 月起至8 月底。

三、 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 

条例》、《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及有关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

四、 检查内容

(一 ）对辖区内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儿童用品生产企业的 

监督检查，检查重点：

1、 产品一致性。主要包括：产品的铭牌及标志、主要的技术 

参数、型号规格应与型式试验报告上所描述的一致；产品的结构 

应与型式试验报告中产品的描述一致；产品的关键元器件和材料 

应与型式试验报告中的产品描述一致；元器件和材料变更应符合 

认证实施规则中规定的变更要求;元器件和材料釆购过程的控制 

记录。特别要关注关键元器件与合格样品型式试验报告中关键原 

器件的一致性。

2、 证书状态。企业有哪些产品获得了强制性认证证书，了解 

证书状态（有效、暂停、撤销、注销），是否存在强制性产品证书 

暂停/撤销/注销后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继续出厂、销售；是



否存在擅自变更获证产品或更换其关键部件材料的行为以及冒用 

认证证书、认证标志的行为等。

3、 质量保证能力要求。主要检查有关例行检验，确认检验、 

关键零部件定期确认检验以及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情况 

等。

4、 认证活动。主要是通过对获证企业的监督检查，查看认 

证机构是否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及认证实施规则的规定的 

程序进行认证活动，是否存在增加、减少、遗漏认证基本规范以 

及认证规则规定的程序等情况。

5、 是否存在列入目录的产品未经认证擅自出厂、销售的行 

为。

(二）对辖区内销售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儿童用品进行 

监督检查，重点检查销售（进口）和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产品是 

否获得了强制性产品认证，有无伪造、冒用、超范围使用认证证 

书、认证标志等行为。

五、 工作分工

市质监局认证处负责本次检查的组织协调工作；各市、区市 

场监管局负责本辖区内儿童用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专项监督检查工 

作。

六、 工作要求

1、各市、区市场监管局结合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实际认真组



织实施本次监督检查工作，检查人员不得擅自对外泄漏本次检查 

的相关情况。发现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做出处理。

2、要认真填写《强制性认证产品生产企业现场检查表》和 

《强制性认证产品市场检查表》，2017年 9 月 1 日前将《强制性 

认证产品检查汇总表》和检查工作总结报市质监局认证处。 

联系人：唐颖颖 联系电话：698纟1529

电子邮箱：szjrzcQl26. com

附件：1、强制性认证产品生产企业现场检查表

2、 强制性认证产品市场检查表

3、 强制性认证产品检查汇总表

(此件公开发布)

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7年 5 月 3 1曰

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 2017年 5 月 3 1日印发



二十、儿童用品（7 种）

产品种类及代码 对产品种类的描述 产品适用范围 对产品适用范围的描述或列举 备注

1.童车类产品 

(2201)

设计或预定供儿童乘骑玩耍的童车 

类产品。

儿童自行车 1. 适用于四岁至八岁的儿童骑行；

2. 鞍座的最大高度大于435圆而小于 635mm;

3. 仅借儿童的人力，以脚蹬通过传动机构驱动后 

轮、至少有两个车轮的车辆；

4. 例如：12寸、14寸、16寸轮径的儿童自行车等。

1. 适用标准： 

GB14746

2. 不包括：

特技骑行的自行车。

儿童三轮车 1. 各车轮与地面接触点呈三角形或梯形，如为梯 

形则窄轮距宽度应小于宽轮距的一半；

2. 可承载一名或多名儿童，且仅靠人力脚蹬驱动 

前轮而行驶的车辆；

3. 例如：单人三轮车、双人三轮车、推骑两用三

轮车等。

1. 适用标准：

GB14747

2. 不包括：

玩具三轮车或设计用于其 

他特殊目的三轮车（如游 

乐三轮车）。

儿童推车 1. 预定运载一名或多名儿童，由人工推行的可调 

节或不可调节的轮式车辆；

2. 例如：卧式推车、坐式推车、坐卧两用推车、 

多用途推车等。

1. 适用标准：

GB14748

2. 不包括：

玩具推车或设计用于其他 

特殊用途推车。

婴儿学步车 1. 有能在脚轮上运转的框架；

2. 婴儿在车内就座后，可以借助框架的支撑、用 

脚驱动进行任意方向活动的车辆；

3. 例如：X 型框架、圆形框架、折叠式框架和可调 

节弹性框架等结构形式的婴儿学步车。

1. 适用标准：

GB14749

2. 不包括：

医疗用学步车以及气垫支 

撑婴儿的学步车。

玩具自行车 1. 鞍座的最大高度小于或等于435mm;

2. 仅以儿童的人力，主要是借助于脚踏板来驱动 

的两轮车；

3. 例如：带有平衡轮、不带有平衡轮的各种款式、

适用标准： 

GB6675



轮径的玩具自行车。

电动童车 1. 由儿童驾驶、以直流电为能源驱动的车辆；

2. 例如：各种款式的两轮、三轮、四轮电动童车

等。

适用标准：

GB6675

GB19865 (不包括第20 

章）

其他玩具车辆 1. 除上述车辆外、由儿童自身力量驱动、预定承 

载儿童体重的其它车辆；

2. 例如：扭扭车等。

1. 适用标准：

GB6675

2. 不包括：滑板车。

2.电玩具类产品 

(2202)

设计或预定供1 4 岁以下儿童玩耍 

的、至少有一种玩耍功能需要使用额 

定电压小于或等于 24V 的玩具产 

品。

电动玩具 1. 无论何种材料的由电能驱动实现各种动作为主 

要玩耍功能的玩具；

2. 例如：无线遥控玩具，线控玩具、声控玩具、 

红外遥控玩具、开关控制玩具等，包括软体填充 

带电玩具。

1. 适用标准：

GB6675

GB19865 (不包括第20 

章）

2. 不包括：

变压器和电池充电器。视频玩具 1. 无论何种材料的带有视频屏幕、或可外接视频 

屏幕，通过儿童操作玩耍的玩具；

2. 例如：电子游戏玩具、视频学习机玩具等。

声光玩具 1. 无论何种材料的由电能发声/发光为主要玩耍 

咖 納 5 ^ 。

2. 例如：电子琴、语音枪、八音盒等，包括软体 

填充带电玩具。

3.塑胶玩具类产品 

(2203)

设计或预定供1 4 岁以下儿童玩耍 

的、玩具主体或主要玩耍部分由塑胶 

制成的，非预定承载儿童体重的非电 

玩具产品。

静态塑胶玩具 1. 不含任何驱动机芯的塑胶玩具；

2. 例如：拼插玩具、手持玩具、玩 偶 （公仔、车 

仔 )、拖拉玩具、积木玩具等。

1. 适用标准：

GB6675

2. 不包括：

充气玩具、口动玩具、类 

似文具玩具、水上玩具等。
机动塑胶玩具 1. 带有非电的驱动机芯的塑胶玩具；

2. 例如：装有发条机芯、惯性机芯各种款式的塑 

胶玩具。



4.金属玩具类产品 

(2204)

设计或预定供 1 4 岁以下儿童玩耍 

的、玩具主体或主要玩耍部分由金

静态金属玩具 1. 不含任何驱动机芯的金属玩具；

2. 例如：金属小车等各类金属玩具。

1.适用标准： 

GB6675

属材料制成的，非预定承载儿童体重 

的非电玩具产品。

机动金属玩具 1. 带有非电的驱动机芯的金属玩具；

2. 例如：装有发条机芯、惯性机芯各种款式的金 

属玩具。

2.不包括：

类似文具玩具、口动玩具 

等。

5.弹射玩具类产品 

(2205)

设计或预定供1 4 岁以下儿童玩耍 

的，各种材质的通过可贮存和释放能 

量的弹射机构发射弹射物的蓄能弹 

射玩具和由儿童给予的能量发射弹 

射物的非蓄能弹射玩具的玩具产品。

弹射玩具 1. 通过可贮存和释放能量的弹射机构发射弹射物 

的蓄能弹射玩具；

2. 由儿童给予的能量发射弹射物的非蓄能弹射玩 

具；

3. 例如：玩具弹射枪、玩具弓箭、玩具飞镖等。

1. 适用标准：

GB6675

2. 不包括：

投石器、弹弓、带有金属 

尖头的飞镖或标枪、气压 

和气动汽枪和汽手枪、弓 

弦的最大松弛长度大于 

120cm的弓箭装置。

6.娃娃玩具类产品 

(2206)

设计或预定供1 4 岁以下儿童玩耍 

的、至少头部和四肢由非纺织物材质 

的聚合材料制成，并带有服装或身体 

由软性材料填充的非电的婴儿娃娃 

或人物娃娃玩具产品。

娃娃玩具 1. 至少头部和四肢完全由非纺织物材质的的聚合 

材料制成，并带有服装或身体由软性材料填充的 

非电的婴儿娃娃或人物娃娃玩具；

2. 供手持或搂抱的人物娃娃；

3. 例如：独立包装的人物娃娃，带有各种服装、 

饰品或配件的套装娃娃等。

1. 适用标准：

GB6675

2. 不包括： 不带电的软体 

填充玩具。

7.机动车儿童乘员 

用约束系统 

(2207)

设计是通过限制儿童乘员身体的移 

动来减轻在车辆碰撞事故或突然加 

(减）速情况下对其伤害的机动车儿 

童乘员用约束系统。

机动车儿童乘员用 

约束系统

1. 安装在三个车轮或三个车轮以上机动车上的儿 

童乘员用约束系统；

2. 例如：儿童安全座椅、增高垫、婴儿提篮、便

携床等。

1. 适用标准：

GB27887

GB8410

2. 不包括：

用于安装在折叠座椅或侧 

向座椅上的儿童乘员用约 

束系统。



强制性认证产品生产企业现场检查表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公章）

企业地址 邮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

企业性质

职工人数 联系电话 传真

二、产品获证情况

产品名称和型号、规格 

(可另附页）

是否获得 

3C 认证
证书编号 发证曰期 认证机构名称 证书状态

不符合要求的产品是否出厂、销售 

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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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证活动

认证机构联系人 联系电话/传真

认 证 （审查）人员是否到现场（如果人员未到现场做好记录）

实际审核人/曰

是否有上年度工厂检查报告及不符合项 

报告
工厂检查问题整改有无确认

其他情况

四、企业生产情况

检查重点 检查内容 存在问题描述

原、辅料检验(含零、 

配器件）
对原料、辅料、外购件的进货检验是否符合相关标准和检验规程

生产工艺 是否有生产工艺流程图，现场工艺是否与原工艺一致

生产记录 是否有生产记录

生产设备 是否有关键的生产设备清单，现场设备是否与清单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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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

是否有检验、检测室

是否有固定的检验人员

仪器设备是否有正常维护、保养

仪器设备的检定及校准证书是否有效

检验、检测事项是否符合认证规则和标准要求

是否有检验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

是否有委托检验，是否有委托合同或委托书

产 叩

是否有获证产品的型式试验报告

获证产品是否发生变更，是否有变更批准书及变更试验报告

现场产品与型式试验报告是否一致

生产产品、产品入库及销售台帐是否与认证情况相一致

五、证书标志使用情况

产品是否正确使用认证标志，包装、说明书、宣传册等是否有伪造、冒用、超范围使用认 

证证书或认证标志

认证证书覆盖场所与企业营业执照是否一致（如不一致，收集认证证书和营业执照）

共4 页，第 3 页



认证证书覆盖产品范围是否超出营业执照范围（如超出，收集认证证书和营业执照）

认证证书暂停、注销或撤销的原因

六、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等情况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情况

产品名称 抽查类别 型号、规格 是否合格 抽查日期 不合格原因

有无产品质量事故或重大投诉、媒体曝光等

处置结果、纠正\预防措施落实情况

五、有关说明（可附页）：

注：抽査类别分别指国家、省、市、县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以下内容手填
检查人员签字:

企业确认签字 

(盖章):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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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认证产品市场检查表

―、销 售 （进口、使用）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公章）

地址 邮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

企业性质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二、产品情况（可附页）

序
a 产 品 名 称 （标 称 ） 生 严 企 业 名 称 （标 称 ） 规格型号

生 产 日 期 （批

号 ）
C C C证书号/工厂编号 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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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说明（可附页）：

以下内容手填 检查人员签字:

企业确认签字 

(盖章):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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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认证产品检查汇总表

所属地区:

序号 生产企业名称 销售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C C C证书号/工厂编号 发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