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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
限制使用管理办法》

有害物质限制种类

3         

1

标识要求

限量要求
（适用于《达标目录》内产品）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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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日后出厂、进口的列入《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

使用达标管理目录（第一批）》的产品，应满足《实施安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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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主选择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
质限制使用供方符合性
声明规则》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
质限制使用自愿性认证
实施规则》

国推自愿性认证合格评定模式

《达标管理目录》

.OR. 供方符合性声明供方符合性声明

科学    公正 
                          创新   服务

网址：chinarohs.miit.gov.cn
建设方: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建设
使用方:
• 已纳入《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
的电器电子产品供方（自我声明模式）
• 已获批的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推认证机构
（认证模式）
平台用途：
• 产品中有害物质使用信息披露
• 满足公众消费者的知情权
• 服务于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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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电子产品

SJ/T 11364

《达标管理目录》
SJ/T 11364+ GB/T 26572

报送至公共服务平台 

加贴合格评定标识
供方符合性声明模式

→

[       ，必须满足应用例外]OR→

OR
认证结果

自愿性认证模式

供方符合性声明+技术支撑文件→

OR→

供方应在产品投放市场后30日内在公共服务平台完成符合性信息报送。
认证机构应在相关产品获得认证证书5个工作日内将认证结果信息报送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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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包括生产者和授权代表等）
生产者：生产或委托他人设计、生产产品并以其名义/商标进行销售，应对产品质量负主体责任的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具有
法人地位的企业。

授权代表：经境外生产者书面授权，代表境外生产者向公共服务平台提交符合性声明的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具有法人地位的
企业。境外生产者可以选择其子公司、进口商或销售者等作为授权代表。

Q14：ODM代工模式生产的产品,是否可以由代工厂进行合格评定信息报送?

A：自我声明必须由供应完成信息报送。代工厂不能进行合格评定信息报送

Q15：自我声明的报送主体是否需要分开生产单位和销售公司？如果一个公司在国内有多家独立法人企业，这个公司

是否需要统一报送所有产品还是需要把各自生产的产品分开进行报送？

A：自我声明必须由供方完成信息报送，供方是指生产者或授权代表，详见生产者和授权代表的定义。

摘自：两部委《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合格评定实施安排》解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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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公共服务平台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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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chinarohs.mi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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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区：
• 首页

• 符合性查询
         查询范围：平台上全部有效的自我声明

• 自我声明上报
         自我声明填报/本企业已填报声明查询

• 认证认可上报
         认证机构填报自愿性认证信息

• 通知公告

• 关于我们

查询条件：
输入查询条件后显示符合条件的全部声明信息

        查询范围：平台上全部有效的自我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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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登录

如果有电子签名帐号,
单击“CA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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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注册名称一致

用户类型：
• 境内生产者
• 境外企业授权代表
     -子公司
     -进口商
     -销售者
     -授权代表

        

科学    公正 
                          创新   服务

果li
Square



2019-10-17

科学    公正 
                          创新   服务

已报送的有效声明统计及总览

符合性报告推荐模板下载：
• 根据GB/T36560判定的符合性评价报告
• 基于风险点判定的符合性评价报告
• 基于零部件判定符合性评价报告

以上模板为建议模板，非强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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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声明填报/已填报信息总览及查询

已报送声明总览及查询

被暂停/恢复的声明查询

声明的暂停/恢复权限：市场监管总局

注册信息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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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自动生成

             生产者信息填报（生产者：即品牌商）        

             产品的生产工厂信息填报        

             产品的规格型号填报 & 支撑文件上传   

             声明附件上传（包括供方符合性声明及其他附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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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境内生产者

n 境外授权代表

填写境外生产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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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实际情况填报多个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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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范围：《达标管理目录》（第一批）

可一次声明多个产品

一个产品可添加多个产品型号 可下载、编辑、保存后上传

1. 必须上传，可不限于推荐的符合性报告；
2. 只接受PDF格式文件
3.                            警示信息，可直接关闭。

科学    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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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两部委《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合格评定实施安排》解读文件 

Q18：作为自我声明技术支撑文件的检测报告，如果是企业自己第一方出具的检测报告，是否需要盖章？
A：需要负责人签字、盖章。
Q19：自我声明及其技术支撑文件是否可以为英文？作为技术支持文件的检测报告是否可以由境外实验室出具？
A：自我声明及其技术支撑文件包括检测报告均应为简体中文。检测机构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即可。
Q21：自我声明技术支撑文件的编号、格式和类型是企业自定吗？是否有示例？
A：企业自行确定即可。
Q22：自我声明是否可以不提供任何技术支撑文件？技术支撑文件是否只有监管部门和企业自己可以看到？
A：自我声明需要提供技术支撑文件，技术支撑文件只有监管部门和企业自己可以看到。
Q23：自我声明需要填写产品的型号，对于型号众多的产品（例如电脑）是否可以采用通配符表示？例如，型号ABC-XXXX
（X 代表0-1 的数字）
A：可以。

技术支撑文件的内容和质量非常重要！

自我声明的技术支撑文件类型：

n 检测报告：检验检测机构可以是生产者、生产企业等自有且满足相应技术能力的实验室，也可以是具备资质的第三
方检验检测机构。

n 符合性报告：供方在所有组件、部件及元器件、原材料的有害物质判定的基础上整理形成的符合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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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填报数据自动生成符合性声明文件，
并在编辑后可生成PDF格式文件

将产品的符合性声明信息填写完毕后再
打印签字盖章，形成pdf格式文件，才能点
击“资料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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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6：自我声明中的“法人代表签字和公司盖章”，是否可以

采用电子签章，或者其他利于企业方便操作的方式处理？ 

A：可以，签章具有法律效力即可。

Q17：自我声明中的“授权签字人”，是否可由被授权的法人

内部自主决定？

A：可以。

摘自：两部委《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
管理办法》合格评定实施安排》解读文件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电冰箱   ABCD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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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所有信息填报后，可保存或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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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通过的自我声明报送可以在“我的声明”中查看

可注销声明，但应说明理由。

       注销的声明不会被删除，状态改为“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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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可查看、下载所有上传文件
n 可查看所有变更历史

科学    公正 
                          创新   服务

单击“恢复生效”后，按提示输入理由，
上传相关资料后提交。由市场监管总局
评估后决定是否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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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根据《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在公共服务平台完成信息报送后，会生成二

维码供企业下载吗？

A：国推自愿性认证或自我声明完成后，都会生成二维码供企业自愿下载使用。

Q24：如果产品部件供方变更，自我声明是否需要重新报备？还是仅仅对此变更部件进行声明？

A：是否变更、如何变更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但应保证产品符合合格评定要求。

Q25：自我声明的有效期有规定吗？是否需要更新？

A：对于满足要求的自我声明，长期有效。

Q26：自我声明方式中上传的文件是否有审批的环节？

A：在公共服务平台完成信息报送后即完成了自我声明。

摘自：两部委《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合格评定实施安排》解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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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荔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技术促进中心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器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标准工作组秘书处

IEC/TC111/WG3标准化对口单位

SAC/TC297/SC3（有害物质检测方法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CESI)

中国赛西实验室 

电话：010-64102280

手机：13691510115

EMAIL：guoli@cesi.cn / elly_gu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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