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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鉴定评审需要提供的资料清单 
 

序号 需现场审核并带走的资料 备注 

1  营业执照、现有特种设备生产可证复印件。 核对原件带走复印件 

2  
特种设备许可受理书原件、申请书原件或网上下载的申请

书，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3  减少许可子项目的申请说明（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 需减少许可子项目时提供 

4  
申请书中人员信息与现场确认的人员不一致的情况说明，

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5  
试制造、持证周期内业绩产品（满足许可项目、子项目要

求）的型式试验报告（如果需要提供） 

核对原件带走复印件及结

论页复印件。 

6  试制造、试安装、业绩产品的安装监督检验证书、报告。 

试制造、业绩产品已安装

时提供。 

7  
质保工程师、技术负责人、各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检验

员的任命书和安装、修理人员任命书。 

核对原件带走复印件 

8  

质保工程师、技术负责人、各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技术

人员、设计人员、安装项目负责人要提供与许可项目相关工作

简历，一人一份，本人签字确认。 

核对原件带走复印件 

9  

各类人员确认表、研发能力和责任人员确认表中所有技术

人员的职称证书、理工类教育背景的学历证明（机械或电气相关

专业，并网上能查询）。无损检测责任人 II 级证或相关专业（无

损检测、机械、金属材料、焊接）。 

提供原件及复印件（复印

件加盖公章）。原件、复印件

烦请按确认表顺序排列； 

焊工、指挥、司机作业人员

证必须是特种设备作业证书。 

10  
各类作业人员证书（焊工、电工、指挥、司机）等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证。 

11  
确认表中所有人员的劳动合同（退休人员也需提供聘用合

同）（合同中应有身份证号、双方签字，有效期至少保证评审

后 6 个月有效）。 

提供原件及复印件（复印

件加盖公章）。原件、复印件

烦请按确认表顺序排列。 

12  
提供确认表中所有人员的社保证明，已退休人员，提供退

休凭证（退休证或身份证）及退休人员的工资流水证明（银行

转账证明）。 

提供原件。网上可查询

的，请提供网络查询便利。 

13  
厂房平面简图（只需表示企业位置、厂区建筑相对位置及

厂房、办公场所、仓库的长、宽尺寸的示意图）。 

 

14  
土地、厂房房产证复印件（如租赁提供租赁协议及出租方

的土地、厂房所有权证明，租赁期应满足许可证周期要求）。 

核对原件带走复印件。土

地证或房产证上的地址应和申

请受理书、生产许可证上的地

址一致，如果不一致，提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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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需现场审核并带走的资料 备注 

划部门或其他行政部门出具的

相关证明文件。 

15  仪器、设备的购置凭证。 

核对原件带走复印件，因

客观原因无法提供的，书面说

明情况，评审组核实。 

16  

无损检测自己做时，由质检总局核发的特种设备无损检测

人员证书 UT 或 RT 各两人。 

无损检测过程外委时，请提供对外委托方的评价记录、外

委托方的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核发的特种设备无损检测机

构核准证及双方签订的无损检测外委协议或合同。 

提供原件及复印件（复印

件加盖公章）。 

17  
对理化检测外委方的评价记录及双方签订的理化检验外委

协议或合同。 
理化检验过程外委时提供 

18  
对热处理外委方的评价记录及双方签订的热处理外委协议

或合同。 
热处理过程外委时提供 

19  
对机械加工外委方的评价记录及双方签订的机械加工外委

协议或合同。 
机械加工外委时提供 

20  
对钢材预处理（除锈、涂装）外委方的评价记录及双方签

订的钢材预计处理外委协议或合同。 

钢材预处理（除锈、涂

装）过程外委时提供 

21  检具确认表中所有检具在有效期内的检定校准证书。 
提供原件及复印件（复印

件加盖公章）。 

注：上述带走资料均要盖单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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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需现场审核、查看的资料 备注 

1  
质量保证手册、程序文件（依据 TSG 07-2019 编制）（组织机构图中应明确

有研发机构） 
 

2  质量目标分解表和质量目标考核记录  

3  质量计划、施工组织计划（应符合 TSG 07-2019M2.4)  

4  工艺文件（应符合 TSG 07-2019H1.8）  

5  施工方案（应符合 TSG 07-2019H1.8 )  

6  

产品检验规程（包括进货检验规程、过程检验规程、出厂检验规程等。检验

规程具体内容应当包括检验依据、检验与试验项目、检验与试验方法、技术参数

要求、检验与试验仪器设备要求、抽样要求(必要时)、判定规则等。 

 

7  管理评审计划、记录、报告  

8  受控文件清单  

9  外来文件清单  

10  质量记录清单及质量记录表式  

11  体系文件发放、回收记录；图纸、工艺发放、回收记录。  

12  
申请许可项目相关的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应当是合法出版

的正式版本。 
 

13  文件、记录有效性定期评价记录。  

14  
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对相关质量控制系统的文件、记录的使用、保管情况的

定期检查记录。 
 

15  销售合同台账、销售合同（含技术协议）及合同评审记录。  

16  试制造产品、持证周期内业绩产品的设计任务书等设计控制文件。  

17  
试制造产品、持证周期内业绩产品的设计图纸、计算书、使用说明书等设计

输出文件。 
 

18  设计文件修改变更单等审批记录。  

19  外来设计文件的评审、审批记录（有外来设计文件时提供）  

20  合格外委托方名单及对外委方的评价记录  

21  近期采购计划及采购合同  

22  外购件、外协件（含需要热处理零部件）进厂检验记录。  

23  材料、零部件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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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需现场审核、查看的资料 备注 

24  外购件、外协件出入出库记录  

25  材料标识移植记录  

26  材料代用审批记录  

27  材料与零部件责任人对材料、零部件保管、使用情况的定期检查记录。  

28  工艺纪律检查记录  

29  工装模具台账以及工装设计、制造、验收、检验、维修记录  

30  工艺控制过程责任人员对作业(工艺)执行情况的定期检查记录  

31  
焊接人员档案（应包括每个人的培训、取证、复审时间、证书号、持证合格

项目、有效期、发证机构、钢印号等信息） 
 

32  
产品焊接施焊记录（应包括施焊人员、焊接设备、方式、焊材型号规格、焊

接部件、焊接参数、焊缝位置、焊接时间等信息）、焊缝检查记录。 
 

33  
焊材的验收、入库、领用、回收、烘干保温记录。 

应具备能满足要求的焊材烘干、保温设备。 
 

34  
焊接工艺评定资料（包括预焊接工艺规程或焊接工艺指导书 WPS、施焊记

录、工艺评定报告 PQR、对试板的理化检验报告及无损检测报告、母材、焊材质

量证明等）。（必须覆盖试制造产品、业绩产品的焊接工艺） 

 

35  产品焊接质量统计及分析记录或报告。  

36  焊缝返修工艺（或作业指导书）、焊缝返修记录及审批手续、复验记录等。  

37  
现场产品焊接试板保存、标识等，应满足试制造产品、业绩产品的焊接工

艺。（至少要有焊接质量对比试件） 
 

38  焊接过程责任人员对焊接过程的定期检查记录。  

39 、 
热处理工艺文件，应和现场的热处理设备相适应。 

应具备相适应的热处理设备。 

热处理外委

时可不提供 

40  
热处理记录及报告（记录应注明热处理炉号、工件号(产品编号)、热处理日

期、热处理操作人员签字、热处理责任人签字等和报告的填写、审核确认应齐

全。） 

 

41  
热处理责任人员对热处理工艺、热处理记录和报告、受委托单位的评价审查

确认记录 
 

42  无损检测人员名单，无损检测工艺。 

无损检测外

委时，可不

提供 

43  无损检测记录及报告。 

44  射线检测底片、UT试块、无损检测设备及器材管理情况。 

45  无损检测分委方出具的无损检测报告，无损检测责任人对报告的确认记录。 
无损检测外

委时提供 

46  
无损检测责任人对无损检测工艺、无损检测报告、无损检测的工作见证(底

片、电子资料等)、受委托单位的评价、人员的考核持证情况的审查确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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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需现场审核、查看的资料 备注 

47  
理化检验人员证书、工艺、操作规程，工艺、操作规程应和具备的理化检验

仪器、设备相适应。 

应具备相应项目的理化检验仪器、设备。 

理化外委时

可不提供 

48  
理化检验记录及报告。（理化检验自己做和外委时提供，需有本企业理化检

验责任人签字确认） 
 

49  理化检验责任人对受委托单位的评价、理化检验报告的审查确认记录  

50  试制造产品、持证周期内业绩产品的质量档案。  

51  
主要零部件过程检验记录（下料、铆焊、装配检验记录和主要受力构件、各

运行机构、电气控制成品检验记录等）。 
 

52  
出厂检验记录、报告，安装自检记录、报告 

（项目、数据必须符合相关产品标准中出厂检验要求）。 
 

53  
检验与试验责任人对检验与试验工艺、最终检验与试验报告的审查确认记

录。 
 

54  生产设备台账、检验设备台账  

55  
生产设备档案、检验设备档案（包括质量证明文件、使用说明书、使用记

录、维护保养记录以及校准检定计划、校准检定记录、报告等） 
 

56  设备维护保养计划、记录，设备维修记录等  

57  检验设备周检计划、检定校准证书  

58  自用起重机、叉车、电梯等特种设备的定期检验报告、使用证。  

59  不合格品处置记录，原因分析、纠正措施、预防措施等记录。  

60  内审计划、记录、报告、不符合项记录等文件。  

61  质量信息反馈台账、反馈记录、处置表等。  

62  
产品一次交检合格率、返修率等质量目标定期行统计、分析记录及预防措

施。 
 

63  售后服务记录、跟踪单、用户满意度调查反馈表、回访表等。  

64  
人员培训计划和培训记录、培训考核记录等（应包括特种设备相关培训内

容）。 
 

65  人员的培训档案（每个人都应该有单独的培训档案）。  

66  人员聘用、借调、调出的管理规定  

67  
其他过程控制工艺和生产、检验记录（电气系统、液压系统制作和安装调

试，整机安装维修，重要零部件机加工，主要钢结构制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