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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证书 登记证／ 

注册证申请表* 
*须提供技术评估报告

重要注释:由申请人提交的文件的完整性会影响认证申请进程的时间和费用。这张申请表必须填写完整。如果申请表格填写不完整

，申请将无法受理。如需要更多空间，可另附上补充页 

注册/许可请求（国名）

申请目的 新申请 延期 修订 针对于更新或修订，请提供现有的登记证号码/注

册证号码/PC 证书号码/TER 证书号码 

登记 ☐ ☐ ☐ 

注册 ☐ ☐ ☐ 

产品登记证 1（非登记型） ☐ ☐ ☐ 

产品登记证 2（登记型） ☐ ☐ ☐ 

产品登记证 3（注册型） ☐ ☐ ☐ 

技术评估报告 （科威特） ☐ ☐ ☐ 

其它，请列出 
☐ ☐ ☐ 

申请人详细信息 

联系人名字 

公司名称 地址 

邮箱 电话 

申请人类型 

☐     授权经销商 ☐    授权分销商 ☐    生产商 ☐    第三方物流公司 

☐    贸易商 ☐    其它，请列出 



产品证书 登记证／ 
注册证申请表* 

GTS-PM-CAP-FRM-PRL-24 2 

地址（部分负责支付申请人的注册/许可证服务，如果与申请人不同）

联系人名字 

公司名称 地址 

邮箱 电话 

付款方式 ☐    现金 ☐    月结 发票寄件地址 

INTERTEK 月结帐号 

发票币种 

声明 

提交此份申请: 

☐ 本人确认提交用于申请产品证书、登记证、注册证的资料均完整并且准确 

☐         本人已经充分阅读且理解在 www.intertek.com/terms 上的 Intertek Standard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Government and 

Trade Services (GTS)，并且在申请产品证书、登记证、注册证的时候接受该条款 

姓名 职位 

*签字 日期 

*授权代表签字可采用(a)实物签字(手写)并加盖公司公章;或(b)数码签字;或(c)加盖公司印章的电子签名;

证书申请表附加文件 

☐  工厂审核报告 ☐  质量管理系统证书（如 ISO,9001, ISO 16949, ISO 22000） 

☐  供应商符合性声明 ☐  产品数据文档/技术参数文档 

☐  产品一致性声明 ☐  ISO/IEC 17025 证书 

☐  VMT 证书 ☐  产品图片 

☐  其它，请列出 

产品信息 

请点击相应 excel 模板输入产品详细信息

• 产品证书，登记证，注册证申请表-通用产品信息

• 产品证书，登记证，注册证申请表-车辆信息

申请人可能已经注意到，在获得各合约权威政府机构的批准，Intertek 可以使用 Inview 软件，进行远程检验或审核，使您能更快的与 Intertek 的技

术审核团队或检验专家沟通，从而缩短检验或审核的周期。Inview 所带来的高质量检验服务既可以满足 Intertek 的全面质量保障标准，也同时可以

促进公众健康和福祉。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ntertek.com/government/inview/. 

感谢您花时间填写此表格. 

如需了解更多目的国信息，请登录 www.intertek.com/government   

Download the latest version of Adobe Acrobat here - https://get.adobe.com/uk/reader/  

http://www.intertek.com/terms
https://www.intertek.com/WorkArea/DownloadAsset.aspx?id=34359809646
https://www.intertek.com/WorkArea/DownloadAsset.aspx?id=34359809646
http://www.intertek.com/government/inview/
http://www.intertek.com/government
https://get.adobe.com/uk/reader/

通用产品信息

		重要注释:一般来说，申请人需要悉知所有符合型认证计划的货物都有可能在目的港被抽检。Intertek会对产品按比例随机抽样，以及通过风险评估方法对产品进行评估。申请人同意承担责任并且知晓目的国海关要求，并且承诺会遵守这些要求.

*化妆品的eCOSMA产品通知号（仅适用于KSA装运）

		产品证书，登记证，注册证申请表-通用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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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tek
File Attachment
CAP-FRM-PRL-ExhA-通用产品信息.xlsx


车辆信息

		重要注释: 一般来说，申请人需要悉知所有符合型认证计划的货物都有可能在目的港被抽检。Intertek会对产品按比例随机抽样，以及通过风险评估方法对产品进行评估。申请人同意承担责任并且知晓目的国海关要求，并且承诺会遵守这些要求

		产品证书，登记证，注册证申请表-车辆信息

		SN		汽车品牌(E.G. TOYOTA)		车辆类型 (E.G. PASSENGER CAR)		车辆型号 (E.G. COROLLA 1.8GLI)		车型年份 (E.G. 2010)		年龄（仅供使用车辆）		原产国		车辆识别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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