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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有机产品认证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以下简称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的管理、监督，规范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维护获证组织和公众的合法权益，

促进认证活动健康有序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3．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3.1  EACC 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式样： 

 

 

 

 

 

 

 

 

 

 

3.2 EACC 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种类和规格 

1、普通不干胶型 

普通不干胶型组合防伪认证标志由面层、里层、离型纸三层合成。面层为薄膜

层，可印刷文字和图案；次层是特种防伪纸，印有防伪编码,纸背涂不干胶；底层为

防粘离型纸。防伪认证标志的规格为：25*17mm、30*20mm、37*25mm、80*50mm，

获证组织可根据产品包装大小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标志。 

2、PVC 防水型 

水产领域获证组织，因其产品上不宜加贴普通的不干胶组合防伪认证标志，可

采用 PVC 防水型组合防伪认证标志，并用专门的工具吊挂到相应的水产品活体上（如

有机水产品）。 

3、环保塑料扣型 

畜禽类产品获证组织，可采用具有防水、耐高温塑料扣佩戴在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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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合防伪认证标志卷标 

对于认证产品数量大、生产流水线快的获证组织，可以订购组合防伪认证标志

卷标，利用自动贴标机加贴于产品上，从而最大程度上减小加贴标志对获证组织生

产流水线造成的影响。 

3.3 EACC 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防伪追溯性 

1、认证标志的有机码和身份码 

组合防伪认证标志采用有机码涂层防伪，并采用唯一的明码、暗码编号方式，

在该标志上印刷“东方纵横  有机认证”字样、明码（身份码）、暗码（有机码，并

在涂层上注明 “有机码”字样）”，下方印刷国家认监委官方查询网址（有机产品认

证标志备案管理系统）“food.cnca.cn”等信息。  

每枚认证标志都有一组唯一编码，即身份码和有机码，身份码为明码，有机码

为暗码。身份码采用顺序号，由 10 位数字表示，具有唯一性，即每枚标签上都有一

个唯一的产品身份码（类似于居民身份证号码），身份码与有机码（暗码）一一对应。 

有机码采用暗码，加施涂层防伪，刮开或揭开才可看见，涂层上注明“有机码”

字样。其编码规则依据国家认监委要求设计的随机有机码，该随机码采用浙江天演

维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受国家专利保护的“数字魔方数码防伪技术”的核心算法生

成，该算法充分保证了有机码的唯一性、安全性、无法破译、无法大批量复制生产

等特性。即有机码由 EACC 的批准号代码（114）、认证标志发放年份（后两位）代

码、认证标志发放随机码（12 位）组成，具体编号如下：  

114  xx  xxxxxxxxx 

 

                 

                    

                 随机的十二位数字（由“数字魔方数码防伪技术”的核心算法生成的随

机码） 

认证标志发放年份代码(后两位) 

EACC 国家认监委批准号代码 

2、防伪认证标志追溯查询 

消费者可登录国家认监委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备案管理系统进行查询，可查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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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基本追溯信息，如标志编号、证书有效期、机构名称、获证组织名称、包装

规格、获证产品名称等。 

3.4 防伪认证标志的管理 

获取我机构颁发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均可向我机构申领使用此标志，通过我机

构的有机防伪追溯标志在线申请系统（http://org.evo315.cn/eaccgap/Home/index.html）

申报标志，并填写《有机产品防伪追溯标志订单》，获证组织不得自行印刷防伪认证

标志。我机构将根据认证产品的生产规模、产品认证数量、包装规格核发标志及标

志使用的流向等登记备案。 

根据国家认监委关于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编码信息备案的要求，EACC 标志管理

员将发放的每批次有机码记录（连同认证标志编码数据信息、加施样品标志照片数

据）一起上报至国家认监委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备案管理系统。具体的管理流程如下： 

1) 获证组织通过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有机防伪追溯标志在线申请系

统（http://org.evo315.cn/eaccgap/Home/index.html）申报标志，并向 EACC 客户服务

部提交签字盖章的《有机产品防伪追溯标志订单》，订单内容包括：企业名称、证书

编号、证书有效期、企业地址、包装产品名称、包装规格、订购标志数量等内容。 

2）EACC 客户服务部通过标志系统对订单进行核查，核查内容主要包括证书编

号、产品的名称、产品产量、产品包装规格、标志数量等信息。审核无误后，传递

给标志管理者填写《有机产品标签 统计管理  》对获证组织本次订购信息进行台账

记录，记录内容包括：企业名称、定标日期、标志类别、证书编号、证书有效期、

产品名称和商品名称、产品包装规格、本次定标数量、产品标志总量进行再次确认，

之后通过标志系统生成订单。  

3）EACC 将核查通过的订单存档，并通知标志订购申请人向 EACC 支付标志费

用。 

4）中心收到货款后，根据获证组织《有机产品防伪追溯标志订单》，整理相对

应数量的防伪追溯标识，并将登记身份码号段及对应的有机码。 

5) EACC 综合管理部对号段进行再次审核确认，并将本批次发放的每枚认证标

志编码及认证标志使用等信息传输至国家认监委认证标志备案信息数据库，通过数

据库审核，确认编号无误后，再将防伪追溯标志邮寄给相应认证企业，并将结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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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标志发放台帐。 

3.5 防伪认证标志的使用  

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认证证书规定的产品上或产品包

装上加贴有机防伪标志，以证明该产品符合有机产品标准。印制在包装、标签、广

告、说明书上的有机产品标志图案，不能作为有机产品证明性标志使用。  

获得有机转换认证证书的产品只能按常规产品销售，不得使用中国有机产品认

证标志以及标注“有机”、“Organic”等字样和图案。 

使用此认证标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规定的产品范围和有

效期内使用，不得超范围和逾期使用，不得买卖和转让。 

3.5.2 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单位和个人，在获证产品或者产品最小包装上加施防

伪认证标志。有机产品大包装与小包装套装的情况时，应遵循《有机产品认证管理

办法》。 

3.5.3 注意事项  

1.标志忌揉搓，忌雨忌晒，应放在通风、干燥、室温环境中保管。  

2.标志只能在标志外包装标签上注明的指定产品上使用，任何未按指定产品上使

用标志的，造成查询错误由使用者自行承担。  

3.6 防伪认证标志使用者的使用管理  

标志使用者应当建立标志使用的管理制度，对标志的使用情况如实记录，登记

造册并存档，存期五年，以备后查。 

4、防伪认证标志管理使用职责分工 

4.1 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1）核查获证组织认证标志订单：《有机产品防伪追溯标志订单》，防止获证组

织过期订标、超范围订标； 

（2）建立认证标志出入库台账，严格按照获证产品数量及批准产量，控制认证

标志的发放量； 

（3）根据国家认监委认证标志备案信息的要求，将发放的每一枚有机认证防伪

追溯标志编码备案信息和加施防伪标签样品照片及时、准确地上传至国家认监委数

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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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月按时与认证标志印制及技术支持单位核对认证标志出入库台账，坚决

杜绝印制单位私印、滥发认证标志行为的发生； 

（5）每年对获证单位的认证标志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市场抽样调

查，验证获证组织合法、规范使用认证标志的情况。 

4.2 获证组织 

 （1）向 EACC 订购防伪认证标志，并在获证产品或者产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加

贴，并将加施了组合防伪认证标志样品照片上报至认证机构（EACC）； 

   （2）应在有机产品认证证书限定的产品范围、数量内使用。 

（3）获得有机转换认证证书的产品只能按常规产品销售，不得使用中国有机产

品认证标志以及标注“有机”、“Organic”等字样和图案。 

5. 违规使用要求时处理措施 

1）根据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规定，下列情况为违反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

用要求： 

①在再认证（监督检查）、非例行检查或国家相关部门的检查中发现影响有机产

品完整性的违规行为，EACC 将要求获证组织将认证标志从所有与违规行为有关的全

部产品中撤销； 

②未能按照证书获准的业务范围使用认证证书； 

③以错误宣传的方式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 

④以误导的方式使用认证证书； 

⑤误用认证证书； 

⑥擅自修改证书； 

⑦擅自印刷使用认证标志； 

⑧其它以不当方式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情况。 

2）处理措施 

a．暂停认证资格：当获证组织出现上述 4 1）中①③⑤⑦的情况时，EACC 将

给予获证组织暂停认证资格处理决定，并限期整改，在规定的时间内整改完成，并

经 EACC 检查，达到整改要求的，恢复认证资格。暂停期间须停止使用证书和标志，

封存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相应批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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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撤销认证资格：当获证组织出现上述 4 1）中②④⑥的情况时，EACC 将给

予获证组织撤销认证资格的处理决定；另外，对于暂停期间，未能按照要求整改或

者逾期整改未能达到要求的，EACC 也将给予撤销认证资格的处理决定。对于撤销

认证资格的获证组织，EACC 将收回认证证书，并责成其销毁现有的全部认证标志，

封存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相应批次产品。 

c．涉及侵权的，在撤销认证证书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追究其法律责任。 

d．对其它以不当方式使用证书和标志的情况，EACC 将根据具体情况展开调查，

并根据调查结果和影响程度给予暂停认证资格，直至撤销认证资格的处理决定；涉

及侵权的，依据相关法律追究其法律责任。 

8、销售证的管理 

获得我机构颁发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获证组织，应在销售认证产品前向我机

构申请销售证。 

8.1 申请流程如下： 

1) 获证组织通过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有机防伪追溯标志在线申请系

统（http://org.evo315.cn/eaccgap/Home/index.html ）申报标志，并向 EACC 客户服务

部提交签字盖章的《有机产品销售证书制作申请表》（详见附件），内容包括：企业

名称、证书编号、认证类别、产品名称、购买单位、此次销售量等内容，并提供销

售合同的扫描件； 

2) 申请人向 EACC 支付销售证费用； 

3）EACC 客户服务部通过标志系统对订单进行核查，核查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名

称、证书编号、认证类别、产品名称、购买单位、总产量、此次销售量等信息。并

核实销售合同的真实性，确认签字后，出证岗根据《有机产品销售证书制作申请表》

中的信息出据销售证；  

8.2、认证机构应制定有机认证产品销售证的申请和办理程序，要求获证组织在销售

认证产品前向认证机构申请销售证 

8.3、我机构将对获证组织与销售商签订的供货协议的认证产品范围和数量进行审核。

对符合要求的颁发有机产品销售证；对不符合要求的应当监督其整改，否则不能颁

发销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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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销售证由获证组织在销售获证产品时交给销售商或消费者。获证组织应保存已

颁发的销售证的复印件，以备我机构审核。 

8.5、我机构对颁发的销售证的正确使用负有监督管理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