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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M CO.,LTD.（生产者）及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生产者授权代表） 确认知晓《强制性产品认证自我声明
实施规则》以及相关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对本声明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GGM CO.,LTD.（生产者）及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生产者授权代表) 声明以下产品已按照《强制性产品认证
自我声明实施规则》以及相关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进行检测， 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自本声明签署之日起
，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持续符合以下标准与实施规则的要求；保存本声明涉及的技术文档至少10年； 正确使用强制性产
品认证标志；如产品或其符合性信息发生变更，将及时更新技术文档并报送产品变更信息。

生产者名称： GGM CO.,LTD.
生产者地址： 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依据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则： CNCA-00C-008：2019    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自我声明
产品名称： 单相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

产品系列、型号、规格： 见附件

依据的标准： GB12350-2009
生产企业名称： GGM CO.,LTD.
生产企业地址： 178、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0@AB	
 CDEF	


名称： GGM CO.,LTD. 名称：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 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地址： 北京市市辖区朝阳区西坝河东里18号六
层

联系人： Doo Yong Lee 联系人： 何鹏

电话： 82-32-664-7790 电话： 13691571830
电子邮箱： cof99@naver.com 电子邮箱： hep@ccic.com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地点: 韩国富平 自我声明地点: 中国北京

指定签字人： 指定签字人：

签    章： 签    章：

�������

-09-23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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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型号、规格(附件)：

?0@AB	
 CDEF	


名称： GGM CO.,LTD. 名称：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 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地址： 北京市市辖区朝阳区西坝河东里18号六
层

联系人： Doo Yong Lee 联系人： 何鹏

电话： 82-32-664-7790 电话： 13691571830
电子邮箱： cof99@naver.com 电子邮箱： hep@ccic.com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地点: 韩国富平 自我声明地点: 中国北京

指定签字人： 指定签字人：

签    章： 签    章：

�������

2020-09-23
中国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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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型号、规格(附件)：

?0@AB	
 CDEF	


名称： GGM CO.,LTD. 名称：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 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地址： 北京市市辖区朝阳区西坝河东里18号六
层

联系人： Doo Yong Lee 联系人： 何鹏

电话： 82-32-664-7790 电话： 13691571830
电子邮箱： cof99@naver.com 电子邮箱： hep@ccic.com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地点: 韩国富平 自我声明地点: 中国北京

指定签字人： 指定签字人：

签    章： 签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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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3
中国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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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型号、规格(附件)：

?0@AB	
 CDEF	


名称： GGM CO.,LTD. 名称：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 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地址： 北京市市辖区朝阳区西坝河东里18号六
层

联系人： Doo Yong Lee 联系人： 何鹏

电话： 82-32-664-7790 电话： 13691571830
电子邮箱： cof99@naver.com 电子邮箱： hep@ccic.com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地点: 韩国富平 自我声明地点: 中国北京

指定签字人： 指定签字人：

签    章： 签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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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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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型号、规格(附件)：

?0@AB	
 CDEF	


名称： GGM CO.,LTD. 名称：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 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地址： 北京市市辖区朝阳区西坝河东里18号六
层

联系人： Doo Yong Lee 联系人： 何鹏

电话： 82-32-664-7790 电话： 13691571830
电子邮箱： cof99@naver.com 电子邮箱： hep@ccic.com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地点: 韩国富平 自我声明地点: 中国北京

指定签字人： 指定签字人：

签    章： 签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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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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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型号、规格(附件)：

?0@AB	
 CDEF	


名称： GGM CO.,LTD. 名称：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 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地址： 北京市市辖区朝阳区西坝河东里18号六
层

联系人： Doo Yong Lee 联系人： 何鹏

电话： 82-32-664-7790 电话： 13691571830
电子邮箱： cof99@naver.com 电子邮箱： hep@ccic.com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地点: 韩国富平 自我声明地点: 中国北京

指定签字人： 指定签字人：

签    章： 签    章：

�������

mhep@ccic.commmmmm
2020-09-9-9-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232323232323
中国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京北京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京北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北京北京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京京北京北京北京京北京北京北京京京北京京京北京京京北北京京京北京北京京京北京京京京京北京京京北京北京京北京北北京京京京北京京京京北京京京京京京北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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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M CO.,LTD.（生产者）及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生产者授权代表） 确认知晓《强制性产品认证自我声明
实施规则》以及相关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对本声明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GGM CO.,LTD.（生产者）及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生产者授权代表) 声明以下产品已按照《强制性产品认证
自我声明实施规则》以及相关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进行检测， 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自本声明签署之日起
，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持续符合以下标准与实施规则的要求；保存本声明涉及的技术文档至少10年； 正确使用强制性产
品认证标志；如产品或其符合性信息发生变更，将及时更新技术文档并报送产品变更信息。

生产者名称： GGM CO.,LTD.
生产者地址： 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依据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则： CNCA-00C-008：2019    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自我声明
产品名称： 单相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

产品系列、型号、规格： 见附件

依据的标准： GB12350-2009
生产企业名称： GGM CO.,LTD.
生产企业地址： 178、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0@AB	
 CDEF	


名称： GGM CO.,LTD. 名称：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 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地址： 北京市市辖区朝阳区西坝河东里18号六
层

联系人： Doo Yong Lee 联系人： 何鹏

电话： 82-32-664-7790 电话： 13691571830
电子邮箱： cof99@naver.com 电子邮箱： hep@ccic.com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地点: 韩国富平 自我声明地点: 中国北京

指定签字人： 指定签字人：

签    章： 签    章：

�������

 !"########$%&'(((((((()*+

2020-09-23
中国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京北京北京京京京北京京京京京北京京北京北京京北京京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北京北京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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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型号、规格(附件)：

?0@AB	
 CDEF	


名称： GGM CO.,LTD. 名称：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 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地址： 北京市市辖区朝阳区西坝河东里18号六
层

联系人： Doo Yong Lee 联系人： 何鹏

电话： 82-32-664-7790 电话： 13691571830
电子邮箱： cof99@naver.com 电子邮箱： hep@ccic.com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地点: 韩国富平 自我声明地点: 中国北京

指定签字人： 指定签字人：

签    章： 签    章：

�������

mhep@ccic.com
:: 20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2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
: 中国中国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国中国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国国国中国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国中国国国国中国中国国中国国中国国中国国中国国中国中国国中国中国国国国国中国国中国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中国国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京北京北京北京京北北京北京京京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京京北京北京北京京北京北京京京京北京京京北京北京北京京京京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北北北北北京京北北京京京北北京北北北北京北北北北北北北京京北北北京北京北北京北北北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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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型号、规格(附件)：

?0@AB	
 CDEF	


名称： GGM CO.,LTD. 名称：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 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地址： 北京市市辖区朝阳区西坝河东里18号六
层

联系人： Doo Yong Lee 联系人： 何鹏

电话： 82-32-664-7790 电话： 13691571830
电子邮箱： cof99@naver.com 电子邮箱： hep@ccic.com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地点: 韩国富平 自我声明地点: 中国北京

指定签字人： 指定签字人：

签    章： 签    章：

�	�����

136 83013691571830
omhep@ccic.comomomomomomomomommomomommomomomomomomomomom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m

2020-0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232323232323232323232323
中国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北北京北北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北北京北京北京京北京京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京北京京北京京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京京京北京京京京京京京北京北京北京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京北京京北京京京北京北京京北京北北京京京北京京北京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北北京京京京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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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型号、规格(附件)：

?0@AB	
 CDEF	


名称： GGM CO.,LTD. 名称：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 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地址： 北京市市辖区朝阳区西坝河东里18号六
层

联系人： Doo Yong Lee 联系人： 何鹏

电话： 82-32-664-7790 电话： 13691571830
电子邮箱： cof99@naver.com 电子邮箱： hep@ccic.com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地点: 韩国富平 自我声明地点: 中国北京

指定签字人： 指定签字人：

签    章： 签    章：

�
�����

1369157183013691571830
mhep@p@p@@p@p@p@@@p@p@p@@p@p@p@@p@p@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c.c.c.c.c.c.c.c.c.c.c.c.c.c.c.c.c.c.c.c.c.c.c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mommomom

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2022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国中国中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中国中国中国国国国国国中国中国中国中中中国中国国中国中国国中国中国中中中国中国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京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北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北京北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北京北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北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北京北京北北北北京北北北北京北北京北北北北京京北京北北京京京京北北北北北北京北北北京京北北京北京北京北北北北京北北北北京京京京北京北京北京京京京北京北京北北京京北京北京北北北京北北京北北北京北北北京京北京北北京京北京北京北北京京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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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型号、规格(附件)：

?0@AB	
 CDEF	


名称： GGM CO.,LTD. 名称：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 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地址： 北京市市辖区朝阳区西坝河东里18号六
层

联系人： Doo Yong Lee 联系人： 何鹏

电话： 82-32-664-7790 电话： 13691571830
电子邮箱： cof99@naver.com 电子邮箱： hep@ccic.com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地点: 韩国富平 自我声明地点: 中国北京

指定签字人： 指定签字人：

签    章： 签    章：

�������

hep@ccic.com
2020-09-9-9-9-9-9-9-9-9-9-9-9-9-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
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北京北京北北北北北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北北北京北京北北北北京北京北京北北京北京北北京北京北北京北北京北京北北京京北北京京京京北京京北北北京京京京北北京北北京北京北京京京



��������	
���������	
����������������� !"#$%&'()*+,

-./��0123/45��GHIJ

45��67�8989:;9<9=998:>;

产品系列、型号、规格(附件)：

?0@AB	
 CDEF	


名称： GGM CO.,LTD. 名称：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 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地址： 北京市市辖区朝阳区西坝河东里18号六
层

联系人： Doo Yong Lee 联系人： 何鹏

电话： 82-32-664-7790 电话： 13691571830
电子邮箱： cof99@naver.com 电子邮箱： hep@ccic.com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地点: 韩国富平 自我声明地点: 中国北京

指定签字人： 指定签字人：

签    章： 签    章：

�������

mhep@ccic.com
2020-09-23
中国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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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型号、规格(附件)：

?0@AB	
 CDEF	


名称： GGM CO.,LTD. 名称： 中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 180, Oksan-ro,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地址： 北京市市辖区朝阳区西坝河东里18号六
层

联系人： Doo Yong Lee 联系人： 何鹏

电话： 82-32-664-7790 电话： 13691571830
电子邮箱： cof99@naver.com 电子邮箱： hep@ccic.com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时间: 2020-09-23
自我声明地点: 韩国富平 自我声明地点: 中国北京

指定签字人： 指定签字人：

签    章： 签    章：

�������

13691571838383838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691571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000000
omhe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i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omomomomomomomomomomomomoomomooomomomomomomoomomom

间:间: 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2220202220202202020202020202020202202020-0-0-0-0-0-0-0-0-0-0-0-0-0-0-0-0-0-0-0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
点: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中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中国中国中国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国中国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国中国中中国中国中国国国国国中国中国中国中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中国中国中国国国中国国国国中国中国中中国国中国国国国国国中国中国国国国国国国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中国国国国中国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北京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京北京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北北北北北北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北北北北北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北北北北京北京京京京京京北北北北北京京京北京北京京京京京京北北北京京京北北北北北京京京北北京北北京京北北京京京北北北北北北京北北北京京京北北京北北北京京京京北北京京京北北北北北北北京北京北北京京京北北京京北北北京北京京京北京京京京北北京京京北北北北京北京京北北京京京京北北京京京京京京京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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