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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众信电子商务交易保障促进中心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众信电子商务交易保障促进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莱茵技术监督

服务(广东)有限公司、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深圳市溯源质量检

测和标准化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吕宜亮、杜佳、潘瑶、何静、温利群、李国安、周翔、刘润局、张菊芬、胡博、

蔡治营、胡小凡。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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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企业实地验证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子商务企业实地验证的验证内容、验证流程、验证要求及验证结果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对电子商务企业开展实地验证服务，也可为相关行业开展实地验证提供参考。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实地验证  business location validation 

由取证人员到企业实地拍摄取证，采集企业场地、资质、法定代表人等信息，经验证机构核实验证，

出具验证结果的一项服务。 

3 实地验证内容 

电子商务企业实地验证信息应包括：企业住所信息、企业外景信息、办公场所信息、生产厂房信息、

产品信息、营业执照信息、涉网信息、各类资质认证证明文件、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信息、人员信息、

验证申请人信息、验证申请人与取证员合照信息、取证完结单与验证申请人身份证合照信息，具体内容

见附录A。 

4 实地验证流程 

4.1 总体流程 

实地验证总体流程见图1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a) 企业提出实地验证申请。 

b) 验证机构根据企业提交的基本信息判断企业可否进行实地验证，对无法进行验证的企业反馈原

因。 

c) 对可进行实地验证的企业，分派取证人员，进行现场取证，具体见 4.2。 

d) 审核人员根据取证材料对企业进行审核，具体见 4.3。 

e) 审核后，验证机构发布验证结果，验证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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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地验证总体流程 

 

4.2 取证流程 

实地验证取证流程见图2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a) 取证人员与验证申请人联系，确认取证时间、地点及准备事项。 

b) 取证人员携带取证设备、取证完结单到企业现场进行取证，获取企业实地验证信息。 

c) 取证完成后，取证人员应与验证申请人确认取证内容，验证申请人无异议后在取证完结单上签

字并加盖公章，取证结束。 

 

 

图2 实地验证取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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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审核流程 

实地验证审核流程见图3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a) 审核人员查看企业取证材料，判断企业实地验证信息是否清晰，对验证信息不清晰的反馈给取

证人员，进行重新取证。 

b) 对验证信息清晰的，判断信息是否与国家相关部门公示的信息一致，是否在有效期内，对验证

信息与国家相关部门公示的信息不一致或信息不在有效期内的，审核不通过，并向企业反馈原

因。 

c) 对验证信息全部与国家相关部门公示的信息一致且在有效期内的，审核通过。 

 

 

图3 实地验证审核流程 

5 实地验证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验证主体的信息发生变更后宜在 20 个工作日内到验证机构修改其信息，确保信息的真实有效。 

5.1.2 验证机构应采取数据备份、故障恢复等技术手段确保验证主体信息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5.1.3 验证机构对于验证主体的信息数据应进行分类、建档保存，所有数据保存时间应从验证结果失

效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5.2 取证要求 

5.2.1 取证人员在取证前应出示可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如工作证或授权书等。 

5.2.2 取证所拍摄图片整体应清晰，图片上的企业名称、标识、场景、人物应清晰可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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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取证完成后，验证申请人应确认取证完结单的内容，无异议后签字加盖企业公章，取证完结单

见附录 B。 

5.3 审核要求 

5.3.1 验证主体实际经营住所应与登记住所一致。 

5.3.2 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文件上的企业名称应与验证主体一致。 

5.3.3 营业执照信息应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一致。 

5.3.4 涉网信息应与国家工信部 ICP/IP 信息备案管理系统公示的信息一致。 

5.3.5 验证主体提供的证照，资质证明应在相关机构备案且在有效期内。 

6 实地验证结果 

6.1 验证机构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要求，以及委托协议的约定，发布验证结果及相关内容。 

6.2 验证结果有效期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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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实地验证具体内容及说明 

A.1 实地验证具体内容及说明 

电子商务企业实地验证具体内容见表A.1。 

表A.1 实地验证具体内容及说明 

验证信息项 具体内容 备注 

A.1.1 企业住所信息 
企业住所信息应包括： 

a) 企业登记住所信息； 

b) 实际经营住所信息； 

c) 经纬度信息。 

必填项 

A.1.2 企业外景信息 
企业外景信息应包括: 

a) 全景环绕图片至少 1 张； 

f) 路牌图片至少 1 张； 

g) 企业大门图片至少 1 张。 
注：无明显企业大门，以办公室门口替代。 

必填项 

A.1.3 办公场所信息 
办公场所信息应包括： 

a) 办公场所面积； 

b) 办公场所使用期限； 

c) 场所实景图片至少 1 张； 

d) 场所产权证书（原件或复印件盖章）图片资

料 1 份或租赁合同转租证明（原件或复印件

盖公章）图片资料 1 份。 

必填项 

A.1.4 生产厂房信息 
生产厂房信息应包括： 

a) 厂房地址； 

b) 厂房面积； 

c) 厂房使用期限； 

d) 厂房产权证书（原件或复印件盖章）图片资

料 1 份或租赁合同、转租证明（原件或复印

件盖公章）图片资料 1份 

e) 可体现生产、质检、包装或机械设备的厂房

各区间实景图片资料 1份。 

非必填项 

A.1.5 产品信息 
产品信息可包括： 

a) 产品图片资料 1 份； 

b) 样板间图片资料 1 份； 

c) 展示台图片资料 1 份； 

d) 仓储实景图片资料 1 份。 

非必填项 

A.1.6 营业执照信息 
营业执照原件图片1张。 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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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续） 

验证信息项 具体内容 备注 

A.1.7 涉网信息 
涉网信息应包括： 

a) 网站/网店名称； 

b) 网站/网店首页网址； 

c) ICP 备案号； 

d) ICP 经营许可证号。 
注：若为平台上的网店企业可不填写ICP备案号、ICP经营

许可证号。 

必填项 

A.1.8 各类资质认证证明文件 
各类资质认证证明文件（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

图片各1张，包括但不限于： 

a) ISO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b) 专利证书； 

c) 品牌商标证书； 

d) 3C 证书； 

e) 生产许可证； 

f) 卫生许可证； 

g) 奖杯、奖牌。 

非必填项 

A.1.9 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信息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图片各1张。 

港澳台、外籍人士应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

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护照、国外驾照等。 

必填项 

A.1.10 人员信息 
人员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a) 企业社保单位编号； 

b) 企业组织架构图片 1 资料份； 

c) 高级管理人员构成信息证明文件图片资料 1

份。 

非必填项 

A.1.11 验证申请人信息 
验证申请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a) 姓名； 

b) 性别； 

c) 部门； 

d) 职位； 

e) 手机号码； 

f) 固定电话号码； 

g) 邮箱； 

h) 传真； 

i) 若验证申请人非企业法定代表人，应提供企

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j) 验证申请人身份证正反面图片各 1张。 

港澳台、外籍人士应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

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护照、国外驾照等。 

必填项 

A.1.12 验证申请人与取证员合

照信息 

验证申请人与取证人员合照图片1张，背景应体现

企业现场，如有企业LOGO、名称等地大门处。 

必填项 

A.1.13 取证完结单与验证申请

人身份证合照信息 

验证申请人身份证与已签字盖章的取证完结单的

合照图片1张。 

必填项 

注：“非必填项”为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自愿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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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电子商务企业实地验证取证完结单 

电子商务企业实地验证取证完结单 

一、登记住所 __________省___________市___________区（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实际住所 __________省___________市___________区（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实地经纬度 北纬___________  东经___________   

四、企业外景及周边环境 

全景图片至少 1 张          路牌图片至少 1 张          企业大门图片至少 1 张        

无明显企业大门，以办公室门口替代 

五、办公场所 
办公场所面积： ___________      办公场所使用期限：  __________ 

场所实景图片至少 1 张    

六、办公场所使用证明图片资料 1 份 

选择对以下任一种方式的资料进行拍照， 

方式 1：自有产权，对经营场所产权证书（原件或复印件盖章）进行拍照；  

方式 2：租赁关系，对企业双方签署并盖公章的租赁合同、转租证明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进行拍照。  

七、*生产厂房 
厂房地址：__________省___________市___________区（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厂房面积： ___________      厂房使用期限： __________ 

厂房实景图片资料 1 份    

八、*厂房使用证明图片资料 1 份 

选择对以下任一种方式的资料进行拍照， 

方式 1：自有产权，对经营场所产权证书（原件或复印件盖章）进行拍照；  

方式 2：租赁关系，对企业双方签署并盖公章的租赁合同、转租证明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进行拍照。  

九、*产品信息 （样本间、展示台、产品或仓储等图片）张数不限  

十、营业执照原件图片 1 张  

十一、涉网信息 
网站/网店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站/网店首页网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CP 备案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CP 经营许可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各类资质认证证明文件 （例如 ISO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专利证书，品牌商标证书，3C 证书，奖杯奖牌等图片）张数不限  

十三、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图片（港澳台、外籍人士可提供护照、台胞证、港澳通行证或当地身份证、驾照）各 1 张  

十四、*人员信息 
企业社保单位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业组织架构图片资料 1 份       高级管理人员构成信息及证明文件图片资料 1 份  

十五、验证申请人信息 

姓名：_____________ 性别：______  部门：______________________职位：___________________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固定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 

本企业授权验证申请人办理并使用该服务，由此所产生的责任均由企业主体自行承担。 

十六、验证申请人身份证正反面图片（港澳台、外籍人士可提供护照、台胞证、港澳通行证或当地身份证、驾照）各 1 张  

十七、验证申请人与取证员合照图片（背景应体现企业现场，如有企业 LOGO、名称等地的企业大门或内部办公场所处）1 张  
*为非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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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证员（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本企业承诺所作陈述及提供的全部材料系真实、合法、有效，已现场核实取证所拍摄的照片并无异议。 

 

 

企业（盖公章）：                           

 

 

                                                                              验证申请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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