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证处呈决定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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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因 :其他应撤销认证证书的忙形 详细原因 :企业不要了 J但也不提交申讨
`

走暂停后撤销程序

于它臼E团W衣u雷 《引邑常1|t上产1昆认萌E|1E|1古江E销、名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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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欲自肖5:J回自见贝刂》 (认出主冒辱.2008

年19号公告 )的相关规定 J从即日起撤销女单位注册号

为 2019120503109361 的认证证书。订贵单位停止使用上述认证证书和认证标

志。

自认证证书撤销之日起 `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认

证证书口益的产品。

认证证书被撤销后 f不能以任何理由恢复。经过整改后 ,女公司可以向我集团

王新申△认证。对被扭销认证证书的产品 J相应产品型式试验报告和工厂检蛮报告

不再有效。任何认证机构在 6个月内不行受理该产品的认证委托。

门女单位收到此通知后一月内将认证证书返回方田集团公司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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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处三决定通知书
通知编号 : CCC2020P-唧2.z

致」汪茔里达筮垄.囤!壁丛宣里坌亘l~:

现因 :认证委托人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接受认证机构的监督检查

我集团依据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注销、犭停、撤销实施规则》(认监委 2008

年 19号公告 )的相关规定 f我灾团决定从即日起至 2020-10ˉ16暂停贵单位所持

学冒
.0g·

1E1古自亩乓蚤为 2018120301108184 证证书。

在暂停期间 ,贵公司生产的 光伏并网箱 产品 f不得再使用本公司发放的认

证证书 ,不行出厂、进口认证证书狂益的产品 ,不能对认证资格蚀误导性声明‘并

向现有的和潜在的所有相关采购方告知女公司的认证状态。

订贵公司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在皙艹期限内若收到女公司提出的恢0使用认证

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书面申订及相关的纠正材料 ,且经核实符合要求后 ,我集团将以

书面形式通知安公司恢复使用认证证书。对于逾期未纠正的 J将撤销认证资格并收

回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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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队 撤销实施规则》 (认监委2∞

8年 19 )的相关规定 2020-10ˉ16

2019120301109540  2019120301109541  201912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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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厂、进口认证证书征盖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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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 CX202002939

认证处置决定通知书

根据认证准则和本公司的相关规定,因获证客户换发新证书 ,

我公司决定从即 起员单位证书编号为 00218s11282ROⅡ :的认证证书失效,换发

证书编号为∞218s21282ROⅡ:的认证证书。

请贵单位停止使用和宣传上述失效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请贵单位收到此通知后一月内将认证证书返回我公司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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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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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处三决定通知书

序号:CX202002838

根据认证准则和本公司的相关规定,因获证客户换发新证书而拉销

我公司决定从即 起贵单位证书编号为 00219slO863ROⅡ ;的认证证书失效,换发

证书编号为 00219s20863ROm:的认证证书。

请贵单位停止使用和宜传上述失效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诂费单位收到此通知后一月内将认证证书返回我公司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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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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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处二决定通知书

序号:CX202002913

拉Ⅲ刨跬剿垒述直匣笙廴

根据认证准则和本公司的相关规定,因获证客户换发新证书而撤销旧证书,

我公司决定从即日起贵单位证书编号为 00218s11884ROs;的 认证证书失效,换发

证书编号为00218s21884ROs;的认证证书。

请贵单位停止使用和宣传上述失效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请贵单位收到此通知后一月内将认证证书返回我公司归档。

抄送: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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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处二决定通知书

序号
.: CX202002888

根据认证准则和本公司的相关规定,因获证客户换发新证书而撤销旧证书,

我公司决定从即日起贵单位证书编号为 00219sn651ROM;的 认证证书失效,换发

证书编号为00219s21651ROM:的认证证书。

请员单位停止使用和宣传上述失效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请贵单位收到此通知后一周内将认证证书返回我公司归档。

抄送:方田标志认证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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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处二决定通知书

序号
.: CX202002890

根据认证准则和本公司的相关规定,因获证客户换发新证书而辙销旧证书,

我公司决定从即日起费单位证书编号为 00218s11247R2L:的认证证书失效,换发

证书编号为 00218s21247R2L:的 认证证书。

请贵单位停止使用和宣传上述失效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话员单位收到此通知后一周内将认证证书返回我公司归档。

抄送: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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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处三决定通知书

序号 : CX202002937

根据认证准则和本公司的相关规定,因获证客户换发新证书而鞭销旧证书,

我公司决定从即日起贵单位证书编号为 00218s11624R1M;的认证证书失效,换发

证书编号为00218s21624R1M:的认证证书。

请贵单位停止使用和宣传上述失效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话费单位收到此通知后一周内将认证证书返回我公司归档。

抄送: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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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处二决定通知书

△号:∞Vs-Rz△L-sD Olo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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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匠ⅢⅠⅡ瑟 匿】困 冂

员单位获得我公司颁发的认证证书后,现因获证客户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按

根据认证准则和合同的相关规定,我公司决定从即 起至 2021年 01月 12

皙停贵单位所持有的证书编号为 00218022558ROs的认证证书。

在暂停期间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是违法行为,话费单位立即暂停使用上

述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话费单位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在暂停期限内向我公司提交恢复使用认证证书

和认证标志的书面申请及相关的纠正材料,我公司收到相关资料后,经核实符合认

证准则和合同的相关规定,将以书

志。

形式通知贵单位恢复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

对于逾期未纠正的,将撤销认证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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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方 标志认证集 浙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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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处二决定通知书

月04号·: zT202001517

浙江省三门县东江枳胶厂:

贵单位获得我公司颁发的认证证书后,现因获证客户未能在规定的期

根据认证准则和合同的相关规定,我公司决定从即日起至2021年 01月 15日

暂停资单位所持有 的证书编号为 0()219E3200mm m刊 o219E82mmmB

口zΠ囡匝Ⅱ沮工曰 匝ⅡⅡ王哑Ⅱ沮工彐

cu-∞219E320∞Rm-2的认证证书。

在暂停期间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是违法行为,诂费单位立即暂停使用上

述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诂员单位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在暂停期限内向我公司提交恢复使用认证证书

和认证标志的书面申请及相关的纠正材料,我公司收到相关资料后,经核实符合认

形式通知费单位恢复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

: 05

证准则和合同的相关规定,将以书

志。

对于途期未纠正的,将撤销认证资洛。

Ξ】抄送:方圆标志认证集 浙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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