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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总部
成立于1992年

无锡分公司
成立于2011年

苏州分公司
成立于2013年

镇江分公司
成立于2014年

扬州分公司
成立于2015年



是主要从事ISO9001、ISO14001、

ISO45001、IATF16949、GB/T27922、

CCC、CE等体系认证、服务认证、产

品认证、ERP系统开发、计算机软件开

发的高层次、重信誉、有实力的综合高

科技企业。

江苏果漫科技有限公司

果漫成立以来，本着诚信服务的原则，公司规模逐年递增，业务遍及省内外，赢得了顾客和同行朋友的信赖和赞誉。服务范围主要涉及企业管理咨询和培训。

服务对象包括国际化的跨国公司、大中型企业及各类中小型企业。服务过的行业主要有：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电机、医药、纺织、造船、服装、饮料、石化、

电子、建筑、化学制品、皮革、印染、电力、工艺品、轻工、邮电通信、仪器仪表、造纸印刷、家用电器、橡胶塑料、化肥农药、木材家具、冶金铸造等行业。

果漫与国际权威认证机构及著名培训机构建立了广泛合作关系，聚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咨询师、审核员等各类专业人员，他们不仅具有深厚的国

际、国家标准认证的理论基础，而且具有丰富的相关工作经验，精通各类产品的检测方法和要求，能够为广大客户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帮助企业建立与之相

适应的管理体系，提高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达到预期的管理目标及获得相应的认证证书的目的。

关于果漫



专业办理渠道，提前安排
评审老师，出证时间快，
进度把控无难度

认证时间快

更低的时间成本，更低的
精力损耗

价格优惠

最早成立于1992年，29年
的认证经验，让客户少走
弯路。

29年认证经验

服务对象包括国际化的跨
国公司、大中型企业及各
类中小型企业。

累计服务1W+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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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优势



一次通过率

合同履约率

顾客满意度

认证通过率

通过及时率 90%

99.9%

99.9%

100%

99.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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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漫质量方针： 诚挚有效、优质高效、科学创新

2

果漫质量目标



我们的客户



体系认证
常见的体系认证一般有：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ISO/PAS28000供应
链安全管理（反恐认证）、ICTI国际玩具业协会商业行为守则、SA8000社
会责任管理体系认证、QC080000危险物品进程管理系统要求、IATF16949
汽车工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22000与HACCP食品卫生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ISO20000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ISO13485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B/T50430建筑行业质量管理
规范、GB/T31950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 ISO22301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
ISO50001能源管理体系认证、FSC森林体系认证等等。

01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适合希望改进运营和管理

方式的任何组织，不论其规模或所属部门如何。

然而，要获得最佳的投资回报，公司应准备在整

个组织中实施该体系，而不是只在特定场所、部

门或分部内实施。

此外，ISO 9001可以与其他管理系统标准和规范

（如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兼容。它们可以通过

“整合管理”进行无缝整合。 它们具有许多共同

的原则，因此选择整合的管理体系可以带来极大

的经济效益。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由

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体系演变而来。

这一新标准用于帮助全世界的组织确保其工作者

健康和安全。

ISO14001

ISO14001

ISO14001

ISO14000

1996

2004 ISO

ISO14001-2015

Q

E

S

常规三体系认证



IATF16949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它的全名是“质量管理体系—汽车行业生产

件与相关服务件的组织实施ISO9001的特殊

要求”，英文为IATF16949。为响应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于2016年更

新标准为IATF16949：2016。
IATF16949

ISO20000

ISO27001

GB/T29490

ISO20000信息技术服务体系认证

ISO 20000是面向机构的IT服务管理标准，目的是提

供建立、实施、运作、监控、评审、维护和改进IT服

务管理体系(ITSM)的模型。建立IT服务管理体系

(ITSM)已成为各种组织，特别是金融机构、电信、高

科技产业等管理运营风险不可缺少的重要机制。ISO 

20000让IT管理者有一个参考框架用来管理IT服务，

完善的IT管理水平也能通过认证的方式表现出来。

GB/T29490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是为规范知识产权

认证活动，提高其有效性，加强监督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

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

章的规定管理体系认证。

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标准（ISO27001)可有效保护信息资

源,保护信息化进程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ISO27001是信息安全领域的管理体系标准，类似于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的 ISO9000标准。当您的组织通过了

ISO27001的认证,就相当于通过ISO9000的质量认证一般，

表示您的组织信息安全管理已建立了一套科学有效的

管理体系作为保障。

招标加分常见的体系认证



医疗器械行业

食品加工行业

家具、木材、纸业类

建筑施工行业

ISO22000适用于整个食品供应链中所有的组织，包括饲料

加工、初级产品加工、到食品的制造、运输和储存、以及

零售商和饮食业。另外，与食品生产紧密关联的其它组织

也可以采用该标准，如食品设备的生产、食品包装材料的

生产、食品清洁剂的生产、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和其它食品

配料的生产等。

ISO22000认证

建设部为了加强工程建设施工企业的质量管理工作，规范

施工企业从工程投标、施工合同的签订、施工现场勘测、

施工图纸设计、编制施工相关作业指导书、人机料进场、

施工过程管理及施工过程检验、内部竣工验收、竣工交付

验收、档案移交人员离场、保修服务等一系列流程而起草

标准，其目的就是通过推动施工企业全面实施GB/T50430

GB/T50430认证

航空航天行业

ISO13485中文叫“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用于法

规的要求” 由于医疗器械是救死扶伤、防病治病

的特殊产品

ISO13485认证

又称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认证，是一种运用市场机

制来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工具，它简称森林认

证、木材认证或统称认证。森林认证包括两个基

本内容，即森林经营认证和产销监管链认证。

FSC森林认证

AS9100 是一份在ISO 9001 质量体系要求

基础上开发的航空航天标准，其中加入了航

空航天行业所建立的有关质量体系的附件要

求，以满足DOD, NASA，以及FAA 等监管

机构的质量要求。此标准旨在为航空航天行

业建立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AS9100认证

各行业必做热门体系认证



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是由国家认证认可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认证机构，依据国家标

准：《GB/T 31950-2015 企业诚信管理体系》

对企业信用风险防范、控制和转移的管理技

术、业务操作及相关的制度安排进行审核的

一种认证服务。

企 业 经 认 证 机 构 审 核 ， 如 果 符 合 《GB/T

31950-2015 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国家标准，

通过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将颁发认证证

书，证书在国家认监委网站上予以公示。

什么是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

01企业权威的信用证明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采用国家标准，并由专业认证机构审核认证。企业符合国家标准，通过认证，颁发

认证证书。证书在国家认监委网站可查，权威可信。02展示宣传诚信形象企业可在公司产品外包装、产品说明书、企业宣传册、

企业宣传片、企业官网、媒体广告、个人名片等宣传载体中展示认证资格，有利于提高市场形象，更容易得到市场和顾客的认同

和信赖。03防范企业信用风险帮助企业建立运行有效的诚信管理体系，识别、预警、防范、控制与处置可能存在的失信风险、诚

信危机和失信行为，规定相关的过程，并使其持续受控，帮助企业持续提升诚信水平。04应用领域广泛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结

果可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招商引资、商务合作等活动中，展示企业投标信誉、核心竞争力、综合实力的权威证明。

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有哪些好处？

认证申请条件：1、中国大陆范围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2、近3年有主营业务收入，处

于持续经营状态，非即将关、停企业；3、企业无不良信用或违法违规行为记录。

认证申请流程：1、预审符合，签订认证合同，缴纳认证费用；2、开展认证前辅导，并提

交相关认证材料；3、认证机构审核员进行现场审核；4、认证机构审批认证结果；5、提

交认证结果至国家认监委备案，并颁发认证证书；6、后期监督。

认证申请条件和流程有哪些？

GB/T31950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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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3331/ ISO50001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什么是GB/T23331/ISO50001能源管理体系

ISO 50001能源管理体系是由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的

ISO/PC 242能源管理委员会进行制定。ISO/PC 242的秘

书处由美国(ANSI)、中国(SAC)、巴西(ABNT)、英国(BSI)

的ISO成员合作伙伴组成。42个成员国参与了这次标准

的制定，而另外的10个成员国则作为观察者。

2、《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标准的主要内容

1、总要求：组织应建立并实施能源管理体系，以降低

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能源管理体系应覆盖组织

与能源管理有关内部过程和外包过程。

2、管理职责：包括管理承诺、能源方针、作用、职责

和权限等方面的要求。

3、策划：包括能源因素、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能源

管理基准及标杆、能源目标和指标、能源管理方案等

方面的要求。

4、实施与运行：包括资源，能力、培训和意识，信息

交流，文件控制，记录控制，运行控制等方面的要求；

5、检查与纠正：包括监视、测量与评价、合规性评价、

不符合，纠正、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内部审核等方

面的要求；

6、管理评审：包括总则、评审输入、评审输出等方面

的要求。

3、能源管理体系的证书样本

4、能源管理体系的认证流程

咨询洽谈→认证申请→合同评审→签订合同→审核委托→审核策划→文件审核→

第一阶段审核→第二阶段审核→问题改善跟踪→合格评定→认证决定→发放证书



咨询老师对管理体系文
件进行编写整理，对现
场进行整理，合格后即
进入现场审核准备。

现场审核分为一二阶段，
如未通过企业则需重新
申请，审核通过则等待

审批发证。

获证后需要每年进行

监督管理，证书到期

则需要进行再认证。

04

取得证书

通过认证后取得认证证书，

认监委上公示证书信息。

03

认证审核

根据企业申请的人数来决

定现场审核的人天数。

02

咨询师入场

咨询师入场根据企业相关

生产或服务活动形成文件。

01

向我们提交申请，进行合同
评审环节，必要时走访企业
了解情况，确定可受理后随

即签订合同。

签订合同申请书

申请认证需符合企业实际

覆盖的产品或服务范围。



产品认证
主要的产品认证有：
1、CE认证(欧盟)
CE认证是一种安全认证标志，被视为制造商打开并进入欧洲市场的护照。在欧盟市
场“CE”标志属强制性认证标志，不论是欧盟内部企业生产的产品，还是其他国家
生产的产品，要想在欧盟市场上自由流通，就必须加贴“CE”标志，以表明产品符
合欧盟《技术协调与标准化新方法》指令的基本要求。
2、UL认证(美国)
UL是英文保险商试验所(Underwriter Laboratories Inc.)的简写。UL安全试验所是美国

最有权威的，也是世界上从事安全试验和鉴定的较大的民间机构。主要从事产品的
安全认证和经营安全证明业务，其最终目的是为市场得到具有相当安全水准的商品，
为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得到保证作出贡献。
3、FDA认证(美国)
FDA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简写。FDA 是美国政
府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 (DHHS) 和公共卫生部 (PHS) 中设立的执行机构之一。
4、FCC认证(美国）
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于 1934 年由
COMMUNICATIONACT 建立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直接对国会负责。FCC 通

过控制无线电广播、电视、电信、卫星和电缆来协调国内和国际的通信。许多无线
电应用产品、通讯产品和数字产品要进入美国市场，都要求 FCC 的认可。
5、CCC认证(中国)
2001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以强制性产品认
证制度替代原来的进口商品安全质量许可制度和电工产品安全认证制度。
6、RoHS认证(欧盟)
RoSH认证是《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的英文缩写。根据最新RoHS2.0规定，电子产品含
有10项有害物质：铅(Pb) 、汞(Hg)、犒(Cd)、六价络(CrVI) 、多溴联苯(PBB)、多溴联
苯醚(PBDE)、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邻苯二甲酸甲苯基丁酯(BBP)、
邻苯二甲酸二丁基酯(DBP)、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将不允许进入欧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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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建材

PED压力

EMC电磁兼容

LVD低电压

MD机械

从2002年5月28日起销往欧盟的压力设备类

产品（诸如灭火器、压力表、阀件、安全阀、
空气柜、塔槽、管路、管件、蒸汽设备等装
载或输送流体的设备）必须符合压力设备指
令(Pressure Equipment Directive, PED, 
97/23/EC)。凡是设计压力超过0.5bar的设备，
无论其压力、容积为何，均须符合CE-PED的
规定。

随着电气电子技术的发展，家用电器产品日
益普及和电子化，广播电视、邮电通讯和计
算机网络的日益发达，电磁环境日益复杂和
恶化，使得电气电子产品的电磁兼容性
（EMC电磁干扰EMI与电磁抗EMS）问题也
受到各国政府和生产企业的日益重视。

LVD指定欧盟会员国必须采取适当的方

法，确保在国内市场中销售的电气设
备不致危害人民安全，也不会危及国
内动物或财产。

2006年6月9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

会在其官方公报发布了最新版机械指
令2006/42/EC，与之前的机械指令
98/37/EC相比，新指令在适用范围、基

本健康和安全要求、合格评定程序以
及市场监督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欧盟各成员国为了保证其境内的建筑物和土
木工程在设计与施工上不对人、家畜、财产
的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为维护普遍的福利所
遵循的其他基本要求，采用CPR指令来协调
建筑产品标准。CPR不仅关系到建筑物的安

全，而且关系到健康、使用寿命、节约能源、
环境保护、经济因素和其他公共利益方面的
重要因素。

欧盟CE认证的常见指令



凡进入美国的电子类产品

都需要进行电磁兼容认证

FCC认证

FDA的职责是确保美国本国生产或
进口的食品、化妆品、药物、医疗

设备和放射产品的安全

FDA认证

UL认证。自1894年成立，UL迄今发布
了将近 1,800 部安全、质量和可持续性

标准，其中70%以上成为美国国家标准。

UL认证

API制定、颁发了有关石油设备54
种产品的技术规范，作为产品认证
的技术标准，与API Spec Q1相配套

API认证

出口美国的产品认证



中国环境标志（十环）认证

表明产品不仅质量合格，而且符合特定的环保要求，

与同类产品相比，具有低毒少害、节约资源能源等

环境优势。可认证产品分类包括：办公设备、建材、

家电、日用品、办公用品、汽车、家具、纺织品、

鞋类等。

有机认证

有机认证是有机农产品认证的简称。有机认证是一

些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认可并大力推广的一种农产

品认证形式，也是我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

会统一管理的认证形式之一。

CCC认证

ccc认证一般指3C认证。3C认证的全称为“中

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英文名称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英文缩写CCC。

节能认证

依据国家相关的节能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按照国

际上通行的品质量认证规定与程序，经中国节能产

品认证机构确认并通过颁布认证证书和节能标志，

证明某一产品符合相应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活动。

国内的产品认证



家
具
产
品
招
标
必
备
认
证

家具有害物质限量认证
规则规定了对家具（木家具、金属家
具)中有害物质限量实施产品认证的要
求

人类工效学认证
人类工效学是根据人的心理、生理和身体结构等因素,

研究人、机械、环境相互间的合理关系,为人们提供更

加“人性化”的工作生活环境。

CQTA品质验证
按照CQTA品质验证实施规范，验证产品的固有特性持

续满足明示的、隐含的及必须履行的需求或期望的能

力是否达到验证标准要求的活动。对满足要求者，颁

发CQTA品质验证证书，发放CQTA品质验证标志，并

监督其是否持续满足要求。



服务认证
国家认监委批准的服务认证有：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认证、体育场所服

务认证、汽车玻璃零配安装服务认证、环境服务认证等。商品售后服务评

价体系认证是服务认证涉及面最多最广的服务认证，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注册的生产、贸易、服务型企业均可申请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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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分数达 80 分以上者(含 80)为
三星级售后服务单位

分数达 90 分以上者(含 90 分)为四
星级售后服务单位

分数达 95 分以上者(含 95 分)为五
星级售后服务单位

商品售后服务认证

售后服务认证审查办法：采用审查员审查制度，严格按照 GB/T27922-2011《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标准，由审查员对企业进行审
查打分(总分 100 分)。分数达到 70 分以上者(含 70 分)为达标单位，达标一年以后(成绩特别显著的企业除外)，进行星级评定：



GB/T27925企业品牌服务认证

品牌星级认证是运用《商业企业品牌评价与企业文化建设指南》标准（GB/T 27925-2011），对企业品牌的服务能力进行审查，对服务水平做出评价。
认证企业类型：
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经营的企业都可以申请认证，包括制造有形商品的企业、销售有形商品的企业、提供无形商品（服务）的企业。
企业可按企业品牌申报认证，也可按企业下属的商业品牌申报认证。
说明：
商业企业品牌评价包含商业品牌、企业品牌。
（1）企业品牌：以企业名称为核心形象的品牌。其下属产品均以相同名称或简称识别。
（2）商业品牌：也可称商品品牌。一类或多类商品的品牌，通常是企业的子品牌。一个企业（品牌）之下可含有多个商业品牌，也有的企业品牌与其商业品牌相一致。服务业的企
业通常只有企业品牌。



1. 运用规范化的服务模式提高物业组织的服务

能力；

2. 寻求服务技术活动的隐患和不足，保证自身

管理风险；

3. 向公众证明自身服务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

4. 响应相关主管机构倡导，进一步寻求更多资

金帮助。

一. 物业服务认证的作用

签订合同→申报材料→咨询师入场→现场认证审查

→整改→成功出证

三. 物业服务认证的流程

必须是提供物业服务的组织，中国企业持有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国外企

业持有有关部门的登记注册证明；企业合法

经营、近一年内没有发生过重大质量事故；

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及其补

充的技术要求；包含管理手册和程序文件在

内的一、二、三级文件；管理评审、内部审

核、客户满意度

二. 物业服务认证需要的资料

物业服务认证，是通过对物业组织服务能力、服务过程的控制、
服务绩效的综合评价，促进物业组织建立职业化、规范化、专
业化管理，向公众证明自身能力，向同行证明自身的服务水平
的方式之一。

物业服务认证依据相关要求分为：达标、三星级、四星级、五
星级。

物业管理服务认证



金融服务

养老服务体育服务

教育服务 网店服务

保安服务

适用于企业电子商务的服务认证

适用于从事养老行业企业的服务认证

适用于金融行业，银行的服务认证

适用于从事体育行业和生产体育器材相关产

品的服务认证

适用于学校、培训机构、教育机构的服务认证

适用于保安服务公司的服务认证



资质办理

AAA信用评级、CMMI、ITSS、CS、计量CMA、煤安MA、劳安LA、防爆合格

证、BSCI验厂、SEDEX验厂、环评申报、安全标准化、职业健康安全服务、企

业应急预案、双重预防机制创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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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MI软件能力成熟度

CMMI共有5个级别，代表软件团队能力成熟度

的5个等级，数字越大，成熟度越高，高成熟

度等级表示有比较强的软件综合开发能力。

ITSS信息技术服务标准

ITSS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Service

Standards的缩写，中文意思是信息技术服务

标准，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委的

领导和支持下，由ITSS工作组研制的一套IT服

务领域的标准库和一套提供IT服务的方法论。

CS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

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评估是中国电子行业
联合会在19年底根据信息产业类企业发展需要
和国家产业规划制订的一套标准。目的是提升
信息建设和服务的规范性，标准由中国电子行
业联合会研发和更新。
资质原名〖信息系统集成资质〗取消后目前已
正式更换为：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评估体
系（CS）

计算机软件系统集成企业必备认证





申报绿色工厂的好处

1.提高绿色示范企业形象、知名度和影响力。
2.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3.提升企业绿色制造管理水平。
4.有助于企业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5.国家支持和鼓励绿色制造示范企业，各地
绿色工厂资金奖励政策陆续颁布中。

绿色工厂申报流程是什么？

企业申报绿色工厂需按照《绿色工厂评价要
求》，准备相关证明资料与自评价报告，聘
请第三方评价机构对自评价进行指标性评价，
并出具第三方评价报告。

将相关资料提交到市级工信部门，交由省工
信厅审批
省工信厅将推荐名单报送到工信部
工信部进行评审，并将名单对外公布。

什么是绿色工厂？

绿色工厂是制造业的生产单元，是绿色制造
的实施主体，属于绿色制造体系的核心支撑
单元，侧重于生产过程的绿色化。绿色工厂
是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
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

绿色工厂评价依据

1.各地区《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中

绿色工厂创建工作内容和本地区绿色工厂评
价要求及评分标准。
2.《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36132-2018）
以及各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标准。
3.绿色工厂试点示范项目评价工作按行业进

行，工厂所属行业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分类。

绿色工厂申报



高企入库 高企申报

申报条件

入库申报要求：1）考核近两个会计年度；2）专利

数量没有明确要求；3）企业近二个会计年度研究开

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3%；

4）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

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50%；5）企业从事研发

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

数的比例不低于5%。

申报条件

高企申报要求：1）考核近三个会计年度；2）专

利数量三年内至少15个；3）企业近三个会计年

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

不低于3%（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亿以上的企业）

或4%（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至2亿的企业）

或5%（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的企业）；

4）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

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0%；5）企业从

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

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江苏果漫科技有限公司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体系认证丨产品认证丨服务认证丨验厂辅导丨资质办理
http://www.goome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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