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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脱粒机产品 

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 
 

1 总则 

1.1 为了做好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证发证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0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80号)等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1.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机动脱粒机产品的，适用本实施细则。任何企业未取得生产许

可证不得生产机动脱粒机产品。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机动脱粒机产品的，应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规定。 

1.3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各种型式的机动脱粒机产品，包括以电机、柴油（汽油）发动机或拖拉

机动力输出等为动力对稻麦、玉米、豆类及其他农作物进行脱粒作业的各种机动脱粒机产品。产品

单元划分见表 1。 

表 1  机动脱粒机产品单元划分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农作物种类、产品系列及规格段 

简易式 
滚筒长度≤700mm 

滚筒长度＞700mm 

1 
全喂入 

机动脱粒机 
半复式及复式 

1、稻麦脱粒机 5T、5TG系列等； 

2、玉米脱粒机 5TY系列等； 

3、大豆脱粒机 5TD系列等； 

4、其他农作物 5T系列等。 

单滚筒 

双滚筒 

简易式 

2 
半喂入 

机动脱粒机 
半复式及复式 

1、稻麦脱粒机 5T、5TG系列等； 

2、其他农作物 5T系列等。 

非机械夹持 

机械夹持 

说明：本表只列举了相对规范和比较常用的产品系列，未包括已经存在或者可能出现的产品系列表

示方法。 

 

1.4 本实施细则在实施过程中，将根据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技术要求的变化、国

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实施细则在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动态修订、补充、完善。 

2  工作机构 

2.1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负责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证统一

管理工作。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许可证办公室）负责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

证管理的日常工作。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以下简称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是全国许可证办公室的办事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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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农机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部（以下简称审查部）设在国家

农机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受全国许可证办公室的委托组织起草相关产品实施细则；跟踪机动脱粒

机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技术要求的变化，及时提出修订、补充产品实施细则的意见和建

议；组织机动脱粒机产品实施细则的宣贯；组织对机动脱粒机产品申请企业的实地核查；审查、汇

总申请取证企业的有关材料。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农机产品审查部 

    地    址：北京市德胜门外北沙滩一号院 31号办公楼 B座 7层 

    邮政编码：100083 

    电    话：010-64882168 

    传    真：010-64883331 

    电子信箱：njscb@caams.org.cn 

联 系 人：邓军 

2.3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证监督和管理工作。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级许可证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机动脱粒机产

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日常工作。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证的监督检查工作。 

  2.4 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证的检验工作由全国许可证办公室指定的检验机构承担，检验机

构名单见附件 1。 

3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基本条件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3.1 有营业执照； 

3.2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3.3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3.4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3.5 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3.6 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3.7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

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4  许可程序 

4.1 申请和受理 

4.1.1 企业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时，应当向其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4.1.1.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中“产品类

mailto:njscb@caam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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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栏填写机动脱粒机，“产品名称”栏填写机动脱粒机，“产品单元”栏填写全喂入机动脱粒机

或半喂入机动脱粒机，“产品品种、规格型号”栏填写：简易式或半复式及复式、农作物种类和产

品系列及规格段（详见表 1）。 

集团公司与其所属单位一起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集团公司及其所属单位应分别提交填写完

整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4.1.1.2 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应覆盖申报的产品。 

4.1.1.3 生产许可证复印件(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重新提出申请的企业)。 

以上材料一式三份，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查部及审查中心各一份，复印件需加盖企业公章。 

4.1.2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收到企业申请后，对申请材料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准予受理，并

自收到企业申请之日起 5日内向企业发送《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决定书》。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本实施细则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 日内向企业

发送《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

理。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行政许可法》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要求的，应当作出不予

受理的决定，并发出《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4.1.3 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应当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5日内将申请材料报送审查部。 

4.1.4 企业申请列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无证查处公告的产品，自省级质

量技术监督局作出生产许可受理决定之日起，企业可以试生产申请取证产品。企业试生产的产品，

必须经承担生产许可证产品检验任务的检验机构，依据本实施细则规定批批（使用同一批采购的主

要原材料和外购外协件，按照相同工艺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检验合格，并在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

标明“试制品”后，方可销售。对国家质检总局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企业从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之日起不得继续试生产该产品。 

4.2 企业实地核查 

4.2.1 审查部应当指派 2至 4名审查员组成审查组，审查组成员不得全部来自同一单位，要由

技术机构、行业协会、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等不同单位人员共同组成。 

4.2.2 审查部应制定核查计划，提前 5 日通知企业，同时将核查计划抄送所在地省级许可证办

公室。省级许可证办公室根据核查计划派出观察员参加实地核查，观察员应当由行政人员担任。 

4.2.3 审查组应当按照《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见 5.4)进行实地核

查，并做好记录。核查时间一般为 1~3天。审查组对企业实地核查结果负责，并实行组长负责制。 

4.2.4 审查组在实地核查时应核实企业的申请材料，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的，

由审查部书面上报国家质检总局，并由国家质检总局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2.5审查组在实地核查结束时将《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见附件 3）和《企业实地

核查不符合项汇总表》（见附件 4）复印件留存企业，并交观察员，由观察员报企业所在地省级许

可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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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企业实地核查合格的，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可委托企业所在地(市)、县级质量技术监督局

督促企业按照《企业实地核查不符合项汇总表》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 

4.2.7 审查部应当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30日内，完成对企业的实地核查。 

4.2.8 对于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已受理的企业，企业应当积极配合实地核查工作，如因非不可抗

力原因拖延或拒绝实地核查的应当按企业审查不合格处理。 

4.2.9 企业实地核查不合格的判为企业审查不合格，由审查部书面上报国家质检总局，并由国

家质检总局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2.10 企业实地核查不合格的，企业审查工作终止。 

4.3 产品抽样与检验  

4.3.1 企业实地核查合格的，审查组根据《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证抽样规则》(见 5.5.1)

抽封样品，告知企业所有承担该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任务的检验机构名单及联系方式，由企业自主

选择，并填写《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证抽样单》(见 5.5.1)一式四份。 

4.3.2 经实地核查合格，需要送样检验的，应当告知企业在封存样品之日起 7 日内将样品送达

检验机构。需要现场检验的，由企业自主选择的检验机构进行现场检验。检验机构不得使用机构外

人员实施现场检验，也不得将检验任务分包、转包。 

4.3.3 检验机构应当在收到企业样品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检验工作，并出具检验报告(格式见附

件 5)一式四份(企业、审查部、审查中心和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各一份)。产品检验时间不计入本实施

细则规定的期限。 

4.3.4 企业实地核查不合格的，不再进行产品抽样和检验。 

4.3.5 对于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已受理的企业，企业应当积极配合产品抽样和检验工作，如因非

不可抗力原因拖延或拒绝产品抽样和检验的应当按企业审查不合格处理。 

4.3.6 企业产品检验不合格的判为企业审查不合格，由审查部书面上报国家质检总局，并由国

家质检总局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4 审定与发证 

4.4.1 审查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企业的申请材料、现场核查文书、抽样单、产品检验报告等

材料进行汇总和审核，并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40日内将申报材料报送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 

4.4.2 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50 日内完成上报材料的审查，并报全国许可

证办公室。 

4.4.3 国家质检总局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60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符合发证条件的，

国家质检总局应当在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 10日内颁发生产许可证；不符合发证条件的，应当自作出

决定之日起 10日内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4.4 全国许可证办公室将获证企业名单以公告、网络(国家质检总局网站 www.aqsiq.gov.cn，

“产品质量监督”页面“生产许可”栏目)等方式向社会公布。 

4.5 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 

http://www.aqsiq.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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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集团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基地(以下统称所属单位)具有法人资格的，

可以单独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不能以所属单位名义单独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 

4.5.2 各所属单位无论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均可以与集团公司一起提出办理生产许可证申请。 

4.5.3 其他经济联合体及所属单位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参照集团公司办证程序执行。 

5  审查要求 

5.1 企业生产机动脱粒机产品的质量应符合该类产品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明示

的标准要求（详见表 2）。 

 

表 2   企业生产机动脱粒机应执行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标准 相关标准 

1 
全喂入机动

脱粒机 

GB 10395.1—2001 农林拖拉

机和机械  安全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总则 

NY 642—2002 脱粒机安全技

术要求 

JB/T 9778—2008 全喂入式脱

粒机  技术条件 

JB/T 10749—2007 玉米脱粒

机 

GB 10396—200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

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GB/T 9239.1—2006 恒态(刚性)转子平衡品

质要求 第 1部分:规范与平衡允差的检验 

GB/T 5982—2005 脱粒机  试验方法 

GB/T 9480—2001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

和园艺动力机械  使用说明书编写规则 

JB/T 5673—1991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涂漆  

通用技术条件 

JB/T 9796—1999 固定式农业机械  噪声声

功率级的测定 

JB/T 9832.2—1999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  漆

膜附着性能测定方法  压切法 

2 
半喂入机动

脱粒机 

GB 10395.1—2001 农林拖拉

机和机械  安全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总则 

NY 642—2002 脱粒机安全技

术要求 

JB/T 9777—2008 半喂入式稻

麦脱粒机  技术条件 

GB 10396—200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

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GB/T 9239.1—2006 恒态(刚性)转子平衡品

质要求 第 1部分:规范与平衡允差的检验 

GB/T 5982—2005 脱粒机  试验方法 

GB/T 9480—2001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

和园艺动力机械  使用说明书编写规则 

JB/T 5673—1991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涂漆  

通用技术条件 

JB/T 9796—1999 固定式农业机械  噪声声

功率级的测定 

JB/T 9832.2—1999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  漆

膜附着性能测定方法  压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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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标准 相关标准 

注：1.上述标准目前均为现行有效版本。标准一经修订，企业应当自标准实施之日起按新标准组织

生产，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应当按照新标准要求进行。 

    2.企业明示的标准要求包括企业标准、产品铭牌或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所明示的技术质量要求。

企业标准经当地标准化部门备案，且其技术和性能指标应严于本细则要求执行的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的要求。 

 

5.2 企业生产机动脱粒机产品应具备必要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详见表 3。 

表 3  企业生产机动脱粒机产品必备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见注 3） 

类别 设    备    名    称 

车床、刨床、钻床、铣床、磨床、焊机和钣金加工设备 生产设备

（见注 1） 滚筒、幅盘加工及机架、凹板、筛箱焊合用模具及加工工装 

整机空运转检验装置 

动平衡装置（见注 2） 

静平衡装置 

滚筒径向跳动检验台 

天平或其他称重仪器（分辨率不低于 0.1克） 

声级计 

点温计或测温仪 

转速表 

扭力扳手 

游标卡尺、百分表、千分尺等通用量检具 

检测设备 

注：1、如取证产品某工艺过程为外协加工或零件为外购件，则企业可不具备完成该工

艺过程所需要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但必须有相应的外协（外购）加工质量

控制制度、外协（外购）加工协议书、外协（外购）件入厂检验手段和检验记

录。 

2、全喂入机动脱粒机脱粒滚筒长度＞700mm的应做动平衡,必须具备动平衡装置；

脱粒滚筒长度≤700mm允许只做静平衡，可不具备动平衡装置。 

半喂入机动脱粒机脱粒滚筒允许只做静平衡，可不具备动平衡装置。 

3、以上为典型工艺应必备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对于采用非典型生产工艺的企

业，可以按企业工艺设计文件规定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进行核查。 

 

5.3 机动脱粒机产品出厂检验项目 

5.3.1机动脱粒机产品出厂检验项目按照 GB 10395.1—2001《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安全技术要求 

第 1部分：总则》第 6、7、8章、NY 642—2002《脱粒机安全技术要求》第 3章、JB/T 977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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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喂入式稻麦脱粒机 技术条件》6.1和 6.2、JB/T 9778—2008《全喂入式脱粒机 技术条件》6.1、

JB/T 10749—2007 《玉米脱粒机》8.1条规定执行。 

5.3.2企业的出厂检验不允许委托检验。 

5.4 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见附件 2。 

5.5 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规则 

5.5.1 抽样规则及抽样单 

5.5.1.1整机抽样数量（见表 4）。 

5.5.1.2抽样与封样 

5.5.1.2.1 按不同的产品单元、产品品种、农作物种类、产品系列及规格段分别进行抽样。在

同一个抽样规格段内有多种型号规格时，应抽取主导产品（产量较大的一种规格）。 

5.5.1.2.2 抽取整机应是在企业成品存放处的一年内生产、并经自检合格的产品。抽样基数应

不少于 5 台（产品配套功率≥15kW 者，其抽样基数应不少于 2 台）。产品数量不够或抽不到样品的

按产品不合格处理。 

 

表 4   整机抽样数量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农作物种类、产品系列及规格段 整机抽样数量 

简易式 
滚筒长度≤700mm 

滚筒长度＞700mm 
全喂入 

机动脱粒机 
半复式 

及复式 

1、稻麦脱粒机 5T、5TG系列等； 

2、玉米脱粒机 5TY系列等； 

3、大豆脱粒机 5TD系列等； 

4、其他农作物 5T系列等。 
单滚筒 

双滚筒 

简易式 
半喂入 

机动脱粒机 半复式 

及复式 

1、稻麦脱粒机 5T、5TG系列等； 

2、其他农作物 5T系列等。 

非机械夹持 

机械夹持 

对每个产品单元

中的各个产品品

种的不同农作物

种类的每个产品

系列的每个规格

段分别抽取 2台样

机 

说明：对于有多个生产场地的企业，每个生产最终产品的场地均应按规定分别抽取样品。 

     

5.5.1.2.3 抽取主要零部件应在企业半成品库或零部件库中进行。每种主要零部件各抽两套

（件），抽样基数应不少于 8套（件）。 

主要零部件包括：脱粒滚筒、皮带轮、风扇、机架等。 

5.5.1.2.4抽样时,必须按照规定要求填写抽样单（见表 5）。 

5.5.1.2.5 封样采用粘贴盖有封样单位印章的封条进行。封样部位以不易拆卸和更换为原则。

封样后应在抽样单上注明封样部位。 

5.5.2 检验项目及判定标准 

5.5.2.1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项目分类及判定标准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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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2 产品合格判定 

A 类项目全部合格， B 类项目不合格数不超过 2项次，C 类项目不合格数不超过 3 项次，判定

该产品检验合格。否则判定该产品检验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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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证抽样单 

                                                   编号： 

申请企业名称 

（盖公章） 
 联系电话  

生产企业名称 

（盖公章） 
 联系电话  

申请企业地址  传    真  

生产地址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型号规格  

农作物种类  整机 

抽样基数 

 

产品系列及

规格段 

 整机 

抽样数量 

 

生产日期 
 

抽样日期 
 

样品编号 
 

抽样地点 
 

抽样情况 

封样情况 
 

姓  名 

（签字） 
单    位 职   务 

   

抽样组 

人  员 

   

   
企业参加 

抽样人员    

备  注 

 

说  明 此表一式四份：生产企业、检验单位、审查部、审查中心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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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项目分类及判定标准一览表 

判定标准 序

号 
检验项目 类别 

全喂入机动脱粒机 半喂入机动脱粒机 

1 安全喂入装置 A 

GB10395.1-2001（7）；NY642-2002（3.4） 

JB/T10749-2007（6.1），JB/T9778-2008(3.1)， 

JB/T9777-2008(3.1) 

2 外露回转件防护装置 A 

GB10395.1-2001（5，6，7）；NY642-2002（3.5） 

JB/T10749-2007（6.2），JB/T9778-2008(3.2)， 

JB/T9777-2008(3.2) 

3 危险部位永久性警告

标志 
A 

GB10396-2006；NY642-2002（3.6） 

JB/T10749-2007（6.3），JB/T9778-2008(3.3)， 

JB/T9777-2008(3.3) 

4 重要部位螺栓等级及

扭紧力矩 
A 

NY642-2002（3.3），JB/T9778-2008(4.5.4)， 

JB/T9777-2008(4.4.8)，JB/T10749-2007（6.5） 

5 使用说明书中的安全

规定 
B 

GB/T9480-2001； 

NY642-2002（3.7），JB/T9778-2008(3.4)， 

JB/T9777-2008(3.4)，JB/T10749-2007（6.4） 

6 脱粒滚筒平衡 B 
JB/T9778-2008(4.6) 

JB/T10749-2007（5.6.2） 
JB/T9777-2008(4.4.1) 

7 带轮及风扇平衡 B 
JB/T9778-2008(4.10) 

JB/T10749-2007（5.5） 
JB/T9777-2008(4.6) 

8 噪声 B 
JB/T9778-2008(4.3)表 2 

JB/T10749-2007（5.3）表 2 
JB/T9777-2008(4.3) 

9 焊接质量 B 
JB/T9778-2008(4.13) 

JB/T10749-2007（5.12;5.14） 
JB/T9777-2008(4.7) 

10 空运转试验 B 

JB/T9778-2008（6.1) 

JB/T10749-2007

（8.1.2;8.1.4） 

JB/T9777-2008(6.2) 

11 空运转轴承温升 B 
JB/T9778-2008(6.1) 

JB/T10749-2007（8.1.4） 
JB/T9777-2008(6.2) 

12 装配质量 B 
JB/T9778-2008(4.14) 

JB/T10749-2007（5.11;5.13） 
JB/T9777-2008(4.8) 

13 脱粒滚筒径向跳动 C 
JB/T9778-2008（4.5.2)  

JB/T10749-2007（5.6.4） 
JB/T9777-2008(4.4.2) 

14 产品标牌 C 
JB/T9778-2008(7.2) 

JB/T10749-2007（10.1） 
JB/T9777-2008(7.1) 

15 涂层外观 C 

JB/T5673-1991(4.2) 

JB/T9778-2008（4.12）表 6 

JB/T10749-2007（5.16） 

JB/T9777-2008(4.9)表 5 

16 涂层厚度 C 
JB/T9778-2008（4.12）表 6 

JB/T10749-2007（5.16） 
JB/T9777-2008(4.9)表 5 

17 涂层附着力 C 
JB/T9778-2008（4.12）表 6 

JB/T10749-2007（5.16） 
JB/T9777-2008(4.9)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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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证书和标志 

6.1 证书 

6.1.1 生产许可证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生产许可证证书载明企业名称、

住所、生产地址、产品名称、证书编号、发证日期、有效期。其中，生产许可证副本中载明产品明

细，包括获证产品单元、产品品种、农作物种类、产品系列及规格段。例如：“全喂入机动脱粒机，

简易式，玉米脱粒机，5TY系列，滚筒长度＞700mm”或“全喂入机动脱粒机，半复式及复式，多功

能脱粒机，5TD系列，单滚筒”。 

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证证书还载明与其一起申请办理的所属单位的名称、生产地址和产品名称。 

6.1.2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6个月前向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重新提出办理生产许可证的申请。 

6.1.3 企业获得生产许可证后需要增加产品单元、产品品种、农作物种类、产品系列及规格段

时，应当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办理增项。符合条件的，换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但有效期不变。 

6.1.3.1 企业获证后，增加新的产品单元，或增加同一产品单元内不同产品品种、农作物种类，

或全喂入机动脱粒机增加脱粒滚筒长度＞700mm 规格段的，均应按照本实施细则第 4 章的规定程序

办理。 

6.1.3.2 企业获证后，在同一产品单元、同一产品品种、同一农作物种类内增加其他不同系列

或同一系列增加其他产品规格段的，应按照４.1条款的规定提出申请，并按照４.3条款的规定对产

品进行抽样检验。 

6.1.4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当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品标准及技术要求发生较大改变时，

企业应及时执行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标准及技术要求。全国许可证办公室将及时修订本实施细

则，需组织补充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的，制定补充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规定。 

6.1.5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发生较大变化的(包

括生产地址迁移、生产线重大技术改造等)，企业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申请，

审查部应当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6.1.6 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

艺未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在变更名称后 1 个月内向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生产许可证名

称变更申请。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自受理企业名称变更材料之日起 5 日内将上述材料上报全国许可

证审查中心。 

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自收到材料之日起 10日内完成申报材料的书面审核，报送全国许可证办公

室批准，国家质检总局自收到材料之日起 15日内作出是否准予变更的决定。对于符合变更条件的，

颁发新证书，但有效期不变。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6.1.7 企业应当妥善保管生产许可证证书。生产许可证证书遗失或者毁损，应当向企业所在地

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补领生产许可证申请。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自受理企业补领生产许可证

材料之日起 5日内将上述材料上报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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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自收到材料之日起 10日内完成申报材料的书面审核，报送全国许可证办公

室批准，国家质检总局自收到材料之日起 15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补领的决定。对于符合条件的，颁发

新证书，但有效期不变。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6.1.8 集团公司取得生产许可证后，新增所属单位需要与集团公司一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新

增所属单位审查合格后，换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但有效期不变。 

6.2 标志 

6.2.1 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应当自准予许可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在其产品或者包装、说

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标志由“质量安全”英文(Quality Safety)字头(QS)和“质量安全”中文

字样组成。QS标志由企业自行印(贴)。标志的式样、尺寸及颜色要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附件 6，可以按照规定放大或者缩小。 

生产许可证编号为：XK06-012-×××××。其中，XK 代表许可，前两位(06)代表行业编号，

中间三位(012)代表产品编号，后五位 (×××××)代表企业生产许可证编号。 

6.2.2 具有法人资格的集团公司所属单位单独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其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

应当标注所属单位的名称、住所和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所属单位和集团公司一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应当在其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分别标注集团

公司和所属单位的名称、住所，以及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或者仅标注集团公司的名

称、住所和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6.2.3 委托加工企业必须按照备案的标注方式，在其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进行标注。 

委托企业具有其委托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应当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和被委托企业的

名称、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或者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委托企业不具有其委托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应当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以及被委托

企业的名称、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7  委托加工备案程序 

7.1 委托企业申请备案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7.1.1 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当覆盖申请委托加工备案的产

品； 

7.1.2 申请委托加工备案产品涉及产业政策的，应符合产业政策有关要求； 

7.1.3 已签订了有效委托加工合同并公证，且委托加工合同必须明确委托企业负责全部产品销

售。 

7.2 被委托企业申请备案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7.2.1 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当覆盖申请委托加工备案产品； 

7.2.2 已获得生产许可证； 

7.2.3 已签订了有效委托加工合同并公证，且委托加工合同必须明确委托企业负责全部产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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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7.3 委托企业和被委托企业共同向双方所在地省级许可证办公室提出备案申请，并提交以下备

案申请材料： 

7.3.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委托加工备案申请书》一式二份；  

7.3.2 委托企业和被委托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7.3.3 被委托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7.3.4 公证的委托加工合同复印件。 

7.4 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应当自收到委托加工备案申请之日起5日内，进行必要的核实，对符合条

件的企业予以备案。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备案并说明理由。 

8  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对获证企业的监督检查，通过监督抽查、日常监督检查、企业

年度自查等措施和方式，加强对企业获得生产许可证后的生产情况和产品质量状况的监督，检查重

点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8.1 企业生产的产品单元和规格型号是否超出生产许可证证书中所列产品明细的产品生产范

围。 

8.2 企业生产过程中是否对进厂的原材料、零部件以及待出厂的产品进行质量把关，是否具有

相关记录。 

8.3 企业是否按照生产许可规定在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标注加印（贴）QS标志和生产许可

证号。 

8.4 企业是否建立了原材料购买、使用台帐和产品生产、销售台帐，企业生产过程记录是否健

全。 

8.5 企业生产过程中是否存在委托加工行为，委托加工行为是否按照规定向当地省级质量技术

监督部门进行了备案。 

8.6 企业获得生产许可证后名称、住所、生产地点是否发生了改变，如果发生改变，企业是否

及时向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报告并及时提出换证申请。 

8.7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是否存在故意生产假冒伪劣行为。 

8.8 企业是否按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定要求及时提交年度自查报告，年度自查报告内容是否

真实。 

8.9 企业是否对实地核查过程中发现的轻微缺陷项目进行了整改。 

9  收费 

9.1 审查费：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收费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综[2006]69 号），生产许可证审查费为每个企业 2200 元，同一次审查时每增加一个

产品单元加收审查费 440元。审查费由企业在申请时向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交付。 

9.2 产品检验费：由企业按照《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核定 73种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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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国计价费[1996]1500 号）规定的标准（4000 元/批）向检验机构交付。如国务院物价管

理部门出台新的收费办法或调整收费标准，则自物价管理部门的文件下发之日起，按新规定执行。 

9.3 费用的收取方式按《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收费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综[2006]69号）规定执行。 

9.4 所属单位和集团公司一起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凡经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的所属单位以

及集团公司应当分别缴纳审查费和产品检验费。 

9.5 委托加工备案不得向企业收费。 

10  生产许可证工作人员守则 

10.1遵纪守法，依法行政，保守秘密，诚实守信； 

10.2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忠于职守，尽职尽责； 

10.3服务企业，高效快捷，谦虚谨慎、文明待人； 

10.4作风正派，清正廉洁，自警自省，慎权慎欲。 

11  附则 

11.1 本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11.2 本实施细则由全国许可证办公室负责解释。 

11.3 本实施细则自 2010年 1月 1日起实施，原实施细则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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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机构名单 

 

（1）国家农机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北京市德胜门外北沙滩一号 

邮政编码：100083 

电    话：010-64882637 

传    真：010-64873702 

电子信箱：txs@caams.org.cn 

联 系 人：林纪恩 

    检验产品范围：发证的所有产品单元 

  （2）国家场上作业机械及机制小农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千峰北路 71号 

邮政编码：030027 

电    话：0351—6261353 

传    真：0351—6261322 

电子信箱：sxnjjdz@vip.sina.com 

联 系 人：高太宁 

检验产品范围：发证的所有产品单元 

    （3）辽宁省农业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地    址：沈阳市黄河北大街 88-12号 

邮政编码：110034 

电    话：024-86518601 

    传    真：024-86515594 

    电子信箱：lnjckm@sina.com 

联 系 人：吴义龙 

    检验产品范围：发证的所有产品单元 

（4）农业部农用动力机械及零配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成都）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银沙西街 19号 

邮政编码：610031 

电    话: 028-87613473 

传    真：028-87607892 

    电子信箱：scnjjdz@126.com 

mailto:txs@caams.org.cn
mailto:sxnjjdz@vip.sina.com
mailto:lnjckm@sina.com
mailto:scnjjd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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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米洪友 

检验产品范围：发证的所有产品单元 

（5）国家水田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青园路 

邮政编码：410004 

电    话: 0731-85578631 

    传    真：0731-85580323 

    电子信箱：xundi@h126.com 

联 系 人：龚洵迪 

检验产品范围：发证的所有产品单元 

（6）重庆市农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地    址：重庆市永川萱花路 257号 

邮政编码：402160 

电    话: 023-49835278 

    传    真：023-49835158 

    电子信箱：yangyi306@126.com 

联 系 人：杨懿  

检验产品范围：发证的所有产品单元 

（7）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地    址：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小苑二村 2号 

邮政编码：400020 

电    话: 023-89232097，67952724  

    传    真：023-67951136 

    电子信箱：zyb@cqjz.com.cn 

联 系 人：李立 

检验产品范围：发证的所有产品单元 

（8）甘肃省农机具质量监督检验站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中路 820号 

邮政编码：730046 

电    话: 0931-8320207，8320060 

    传    真：0931-8320207 

    电子信箱：gsnjjdzy@126.com 

联 系 人：石林雄  

检验产品范围：发证的所有产品单元 

mailto:xundi@h126.com
mailto:yangyi306@126.com
mailto:zyb@cqjz.com.cn
mailto:gsnjjdz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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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山东省农业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桑园路 19号 

邮政编码：250100 

电    话: 0531-88623868 

    传    真：0531-88623868 

电子信箱：sdnjz@163.com 

联 系 人：张波 

检验产品范围：发证的所有产品单元 

（10）河南省农业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政六街 5号 

邮政编码：450008 

电    话：0371-65683339、65683135 

传    真：0371-65683135、65683339 

电子邮箱：xuhp2@yahoo.com.cn 

联 系 人：徐惠萍 

检验产品范围：全喂入机动脱粒机 

（11）国家牧业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东街 

邮政编码：010010 

电    话：0471-4314387 

传    真：0471-4314387 

联 系 人：石雅静 

检验产品范围：发证的所有产品单元 

 

mailto:sdnjz@163.com
mailto:xuhp2@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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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证 
企业实地核查办法 

 
 
 
 

企  业  名  称：                                    
 
 
 
生 产  地 址：                                    
 
 
 
产 品  单 元：                                    
 
 
 
产品品种、规格型号：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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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核查结论的判定原则 

 

1、本办法进行判定核查结论的内容：一、质量管理职责，二、生产资源提供，三、人力资源要

求，四、技术文件管理，五、过程质量管理，六、产品质量检验，七、安全防护要求共 7 章 27 条

40款。 

2、项目结论的判定： 

（1）否决项目结论分为“符合”和“不符合”（否决项目条款在本办法中标注*），否决项目为

2.1生产设施、2.2设备工装的 2.2.1款、2.3测量设备的 2.3.1款、6.3出厂检验共 4款（如果是

完全组装的企业，则增加 5.1采购控制中的 5.1.4款为否决项，否决项目共计 5款）； 

（2）非否决项目结论分为“符合”、“轻微不符合”、“不符合”和“此项不适用”。非否决项目

共 36款（完全组装的企业为 35款）。 

3、核查结论的确定原则：否决项目全部符合，非否决项目中轻微不符合不超过 8款，且无不符

合项，核查结论为合格。否则核查结论为不合格。 

4、审查组依据本办法对企业核查后，填写《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和《企业实地核查

不符合项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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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质量管理职责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1.1 
组织 

机构 

企业应有负责质量工作的领导，

应设置相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负

责质量管理工作的人员。 

1．是否指定领导层中一人负责质量工作。 

2．是否设置了质量管理机构或质量管理人员。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1.2 
管理 

职责 

应规定各有关部门、人员的质量

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 

1．是否规定与产品质量有关的部门、人员的

质量职责。 

2．有关部门、人员的权限和相互关系是否明

确。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1.3 
有效 

实施 

在企业制定的质量管理制度中应

有相应的考核办法并严格实施，

并记录有关结果。 

1．是否有相应的考核办法。 

2．是否严格实施考核并记录。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二、生产资源提供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2.1* 
生产 

设施 

企业必须具备满足生产和检验所

需要的工作场所和设施，且维护

完好。 

1．是否具备满足申证产品的生产和检验设施及

场所。 

2．生产和检验设施是否能正常运转。 

o 符合 

o 不符合 
 



机动脱粒机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00-607-6067 
资深咨询师 协助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  全国生产许可证咨询服务网 网址：SCXKZ.COM Mp:1860l663797 大相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1*．企业必须具有本实施细则

5.2 中规定的必备生产设备和工

艺装备，其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

生产合格产品的要求。 

1．是否具有本实施细则中规定的必备生产设备

和工艺装备。必要时应核查其购销合同、发票等

凭证及设备编号。 

2．设备工装性能和精度是否满足加工要求。 

3．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是否与生产规模相适应。 

o 符合 

o 不符合 
 

2.2 
设备 

工装 

2．企业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应

维护保养完好。 
检查设备维护和保养计划及实施的记录。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1*．企业必须具有本实施细则

5.2 中规定的检验、试验和计量

设备，其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生

产合格产品的要求。 

1.是否有本实施细则中规定的检验、试验和计量

设备。必要时应核查其购销合同、发票等凭证及

设备编号。 

2.设备性能、准确度是否能满足生产需要。 

3.是否与生产规模相适应。 

o 符合 

o 不符合 
 

2.3 
测量 

设备 

2.企业的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

应在检定或校准的有效期内使

用。 

在用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是否在检定或校准有

效期内并有标识。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三、人力资源要求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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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3.1 
企业 

领导 

企业领导应具有一定的质量管理

知识，并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

识。 

1．是否有基本的质量管理常识。 

⑴了解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计量法和《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对企业的要求

（如企业的质量责任和义务等）； 

⑵了解企业领导在质量管理中的职责与作用。 

2．是否有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⑴了解产品标准、主要性能指标等； 

⑵了解产品生产工艺流程、检验要求。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3.2 
技术

人员 

企业技术人员应掌握专业技术知

识，并具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1.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2.是否掌握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3.是否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3.3 
检验

人员 

检验人员应熟悉产品检验规定，

具有与工作相适应的质量管理知

识和检验技能。 

1.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2.是否掌握产品标准和检验要求； 

3.是否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4.是否能熟练准确地按规定进行检验。 

（重点抽查关键重要件检验人员和出厂检验

人员）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3.4 
生产

人员 

生产人员应能看懂相关技术文件

（图纸、配方和工艺文件等），并

能熟练地操作设备。 

1.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2.是否能看懂相关图纸、配方和工艺文件。 

3.是否能熟练地进行生产操作。 

（重点抽查关键工序、特殊工序操作工人）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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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3.5 
人员

培训 

企业应对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人员

进行必要的培训和考核。 

1. 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人员是否进行了培训和

考核,并保存有关记录。 

2. 法律法规有规定的必须持证上岗。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四、技术文件管理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1．企业应具备和贯彻《实施细则》

5.1 中规定的产品标准和相关标

准。 

1.是否有《实施细则》中所列的与申证产品有

关的标准。 

2.是否为现行有效标准并贯彻执行。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4.1 
技术 

标准 2．如有需要，企业制定的产品标

准应不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的要求，并经当地标准化

部门备案。  

1.企业制定的产品标准是否经当地标准化部

门备案。 

2.企业产品标准主要技术和性能指标不应低

于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o 此项不适用 

 

4.2 
技术 

文件 

1．技术文件应具有正确性，且签

署、更改手续正规完备。 

1.技术文件（如设计文件和工艺文件等）的技

术要求和数据等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规定要

求。 

2.技术文件签署、更改手续是否正规完备。 

（重点检查总装图、部件图、关键零件图、关

键/特殊工序的工艺文件）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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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2．技术文件应具有完整性，文件

必须齐全配套。 

技术文件是否完整、齐全（包括设计文件的图

样目录、零部件明细表、总装图、部件图、零

件图、技术要求等和工艺文件的工艺过程卡、

工序卡、作业指导书、检验规程等以及部件原

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各检验过程的检验、验证

标准或规程等）。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3．技术文件应和实际生产相一

致，各车间、部门使用的文件必

须完全一致。 

1.技术文件是否与实际生产和产品统一一致。 

2.各车间、部门使用的文件是否一致。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1．企业应制定技术文件管理制

度，文件的发布应经过正式批准，

使用部门可随时获得文件的有效

版本，文件的修改应符合规定要

求。  

1.是否制定了技术文件管理制度。 

2.发布的文件是否经正式批准。 

3.使用部门是否能随时获得文件的有效版本。 

4.文件的修改是否符合规定。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4.3 
文件 

管理 

2．企业应有部门或专（兼）职人

员负责技术文件管理。 

是否有部门或专（兼）职人员负责技术文件管

理。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五、过程质量管理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5.1 
采购 

控制 

1.企业应制定采购原、辅材料、

零部件及外协加工项目的质量

控制制度。 

1.是否制定了控制文件。 

2.内容是否完整合理。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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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2.企业应制定影响产品质量的

主要原、辅材料、零部件的供方

及外协单位的评价规定，并依据

规定进行评价，保存供方及外协

单位名单和供货、协作记录。  

1.是否制定了评价规定。 

2.是否按规定进行了评价。 

3.是否全部在合格供方采购。 

4.是否保存供方及外协单位名单和供货、协作

记录。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3.企业应根据正式批准的采购

文件或委托加工合同进行采购

或外协加工。 

1.是否有采购或委托加工文件（如：计划、清

单、合同等）。 

2.采购文件是否明确了验收规定。 

3.采购文件是否经正式批准。 

4.是否按采购文件进行采购。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4.企业应按规定对采购的原、辅

材料、零部件以及外协件进行质

量检验或者根据有关规定进行

质量验证，检验或验证的记录应

该齐全。（如果是完全组装的企

业则本款为否决项，只有符合或

不符合两项结论选择） 

1.是否对采购及外协件的质量检验或验证作出

规定。 

2.是否按规定进行检验或验证。 

3.是否保留检验或验证的记录。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1．企业应制定工艺管理制度及

考核办法，并严格进行管理和考

核。  

1.是否制定了工艺管理制度及考核办法。其内

容是否完善可行。 

2.是否按制度进行管理和考核。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5.2 
工艺 

管理 

2.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工

装器具等应按规定放置，并应防

止出现损伤或变质。 

1.有无适宜的搬运工具、必要的工位器具、贮

存场所和防护措施。 

2.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是否出现损伤或变

质。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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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3．企业职工应严格执行工艺管

理制度，按操作规程、作业指导

书等工艺文件进行生产操作。 

是否按制度、规程等工艺文件进行生产操作。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1．企业应明确设置关键质量控

制点，对生产中的重要工序或产

品关键特性进行质量控制。  

1.是否对重要工序或产品关键特性设置了质量

控制点（脱粒滚筒平衡工序必须作为质控点控

制）。 

2.是否在有关工艺文件中标明质量控制点。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5.3 
质量 

控制 

2．企业应制订关键质量控制点

的操作控制程序，并依据程序实

施质量控制。 

1.是否制订关键质量控制点的操作控制程序，

其内容是否完整。 

2.是否按程序实施质量控制。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5.4 
特殊 

过程 

对产品质量不易或不能经济地

进行验证的特殊过程，应事先进

行设备认可、工艺参数验证和人

员鉴定，并按规定的方法和要求

进行操作和实施过程参数监控。 

1.对特殊过程（如热处理、铸造等工序）是否

事先进行了设备认可、工艺参数验证和人员鉴

定。 

2.是否按规定进行操作和过程参数监控。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o 此项不适用 

 

5.5 
产品 

标识 

企业应规定产品标识方法并进

行标识。 

1.是否规定产品标识方法，能否有效防止产品

混淆、区分质量责任和追溯性。 

2.检查关键、特殊过程和最终产品的标识。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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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5.6 
不合 

格品 

企业应制订不合格品的控制程

序，有效防止不合格品出厂。 

1.是否制订不合格品的控制程序。 

2.生产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是否得到有效控

制。 

3.不合格品经返工、返修后是否重新进行了检

验。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六、产品质量检验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1．企业应有独立行使权力的质量

检验机构或专（兼）职检验人员，

并制定质量检验管理制度以及检

验、试验、计量设备管理制度。 

1.是否有检验机构或专（兼）职检验人员，能

否独立行使权力。 

2.是否制定了检验管理制度和检测计量设备

管理制度。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6.1 
检验 

管理 

2. 企业有完整、准确、真实的检

验原始记录或检验报告。 

1.检查主要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是否有检验

的原始记录或检验报告。 

2.检验的原始记录或检验报告是否完整、准

确。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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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6.2 
过程 

检验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要按规定开展

产品质量检验，做好检验记录，

并对产品的检验状态进行标识。 

1.是否对产品质量检验作出规定。 

2.是否按规定进行检验。 

3.是否作检验记录。 

4.是否对检验状况进行标识。 

（重点检查关键零件、关键工序的检验活动）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6.3* 
出厂 

检验 

企业应按本实施细则5.3的规定，

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和试验，出

具产品检验合格证，并按规定进

行包装和标识。 

1.是否有出厂检验规定、包装和标识规定。 

2.是否按要求进行出厂检验和试验。 

3.产品包装和标识是否符合规定。 

o 符合 

o 不符合 
 

6.4 
委托 

检验 

产品应委托国家指定的生产许可

证检验机构按产品所执行的标准

规定进行性能检验（至少应包括

未脱净率、总损失率、生产率、

破碎率、含杂率性能试验项目）。

玉米脱粒机除外。 

1、必须按照产品单元中的农作物种类分别提

交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性能

检验报告。 

2、核查委托检验机构的资质证明。检验报告

是否与委托检验机构的能力相适宜。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6.5 
型式 

试验 

玉米脱粒机应该按照产品标准

JB/T10749-2007：8.2、8.3中的

要求进行型式试验。 

1、必须按照产品标准中的规定提交产品型式

试验报告。 

2、核查委托检验机构的资质证明。检验报告

是否与委托检验机构的能力相适宜。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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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安全防护要求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7.1 
安全

生产 

企业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安全生产制度并实施。企

业的生产设施、设备的危险部

位应有安全防护装置，车间、

库房等地应配备消防器材，易

燃、易爆等危险品应进行隔离

和防护。 

1.是否制定了安全生产制度。 

2.危险部位是否有必要的防护措施。 

3.车间、库房等是否配备了消防器材，消

防器材是否在有效期内。 

4.是否对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进行隔离和

防护。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7.2 
劳动

防护 

企业应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和

劳动防护培训，并为员工提供

必要的劳动防护。 

1.是否进行了必要的安全生产及劳动防护

培训。 

2.是否提供了必要的劳动防护。 

3.员工的生产操作是否符合安全规范。 

o 符合 

o 轻微不符合 

o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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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编： 

产品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产品单元（产品明细）： 

核 

查 

结 

论 

审查组根据《机动脱粒机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对该企业进行了核查，共计核查出： 

轻微不符合项目_____款、非否决项不符合项      款、否决项不符合项      款。 

其他情况说明：                                                         

经综合评价，本审查组对该企业的核查结论是：                   。 

（注：核查结论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姓名（签字） 单      位 职务(组长、组员) 核查分工（条款） 审查员证书编号 

     

     

     

审

查

组

成

员 

     

观察员(签字)：                     年    月    日                   审查组织单位(章)：                      年    月    日   

 

注：“其他情况说明”栏中填写的内容为：企业存在不符合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且不能体现在实地核查记录中的情况，如企业存在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

虚假材料的、因非不可抗力原因拖延或拒绝核查的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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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企业实地核查不符合项汇总表 

企业名称： 

产品单元： 

序号 条款号 不符合程度 不符合事实描述 整改要求 

     

     

     

     

     

     

     

     

审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审查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整改时限：请企业按照整改要求在    日内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企业所在地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 

 
注： 实地核查不合格的企业，“整改要求”、“企业代表签字”、“整改时限”栏可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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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CNAS章）、（CMA章）、（CAL章） 

                
 

   

检  验  报  告 
 

报告编号： 

 

 

 

产品名称     机动脱粒机 

单元名称      

样品名称      

受检单位  (与抽样单一致上企业名称，以集团公司名义申请的应填写所属单位的名称) 
 
检验类别     生产许可证检验 
             

 

 

 

 

 

检验机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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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 检验报告无“检验报告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2． 复制检验报告未重新加盖“检验报告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

效。 
3． 检验报告无批准人、审核、主检签字无效，无骑缝章无效。 
4． 检验报告涂改无效。 
5． 受检单位对检验报告若有异议，应于接到报告后十五日内向检验

单位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地    址：(检验机构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E－mail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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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机构 
检验报告（应包含的基本信息） 

 
报告编号：××××××××                                               共×页 第 1页 

产品名称 机动脱粒机 规格型号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受检单位 
名称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受检单位 
生产地址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抽样地点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产品所在

系列及规

格段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抽样人员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抽样基数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产品批号／生

产日期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抽样数量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抽样日期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到样日期 收到样品的日期 

样品描述 
(对收到的样品基本情况作简单表述，如：封条是否完好、清楚；样品的形状、完好

程度等。) 

检验依据 (╳╳细则规定的产品检验依据) 

检验日期  

检验结论 

 

(按照╳╳标准对╳╳产品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均符合/╳╳项目不符合该标准

规定的（╳╳规格╳╳等级）要求，判定该样品为合格/不合格。) 

                             

 

 

      

 检验单位（公章或检验报告专用章）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试验室环境温度、湿度等 

批准：                    审核：                 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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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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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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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本细则与旧版细则主要内容对比表 
 

产品单元、产品品种及规格型号变化对比表 

2009年版 2006年版 

序

号 产品

单元 
产品 

品种 
农作物种类、产品系列及规格段 

产品 
单元 产品品种 

农作物种
类、产品
系列及规
格段 

说明 

简易式 

滚筒长度≤

700mm 

滚筒长度＞

700mm 

简易式 

 

半复式 
 1 

全喂入

机动脱

粒机 

半复式 

及复式 

1、稻麦脱粒机

5T、5TG系列等； 

2、玉米脱粒机

5TY系列等； 

3、大豆脱粒机

5TD系列等； 

4、其他农作物

5T系列等。 

单滚筒 

双滚筒 

全喂入 

机动 

脱粒机 

复式 

 

简易式 简易式 

半复式 2 
半喂入

机动脱

粒机 

半复式 

及复式 

1、稻麦脱粒机

5T、5TG系列等； 

2、其他农作物

5T系列等。 

非机械夹持 

机械夹持 

半喂入 

机动 

脱粒机 
复式 

 

列出农作

物种类； 

举例列出

系 列 型

号； 

合并半复

式及复式

为同一个

产 品 品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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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准变化对比表 

序号 产品单元（2009年版） 产品标准（2009年版） 产品标准（2006年版） 说明 

1 全喂入 

机动脱粒机 

2 半喂入 

机动脱粒机 

GB 10396—2006 

GB/T 9239.1—2006 

JB/T 9777—2008 

JB/T 9778—2008 

JB/T 10749—2007 

GB 10396—1999  
GB/T 9239—1988  

JB/T 9777—1999   
JB/T 9778.1—1999   
JB/T 9778.2—1999  
GB/T 3768—1996   
JB/T 5054.1～6—2000  
JB/T 5054.7～10—2001 

JB/T 5058—1991   
JB/T 9165.1—1998   
JB/T 9167.1～5—1998  
JB/T 9169.1～14—1998 
JB/T 9170—1998   
GB/T 221—2000  

GB/T 6414—1999   
GB/T 12467.1～4—1998  
GB/T 324—1988   
JB/T 4378.1～2—1999  
GB/T 3098.1—2000   
GB/T 3098.2—2000   

JB/T 5994—1992   
JB/T 8828—2001   
GB/T 2101—1989   
GB 13955—2005   
GB 14050—1993  

新 增 JB/T 

10749 — 2007

《玉米脱粒机》

标准，去掉 GB/T 

3768—1996 等

20个相关标准，

其他标准为修

订后版本年代

（或代号）发生

变化。 

 
 

必备生产设备变化对比表 

序号 产品单元（2009年
版） 主要设备（2009年版） 主要设备（2006年版） 说明 

1 全喂入 

机动脱粒机 

2 半喂入 

机动脱粒机 

 

滚筒、幅盘加工及机架、

凹板、筛箱焊合用模具及

加工工装等 

镗床； 

幅盘加工工装、滚筒轴键

槽加工工装及机架、滚筒、

凹板焊合用模具等 

减少了镗床设

备。 
对工装模具的

表述有所变

化。 
 

必备检测设备变化对比表 

序号 产品单元（2009年版） 主要检测设备

（2009年版） 主要检测设备（2006年版） 说明 

1 全喂入 

机动脱粒机 

2 半喂入 

机动脱粒机 

 

 

凹板扭曲度检验装置 

 

减少了凹板

扭曲度检验

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