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 testing Staff Only/希科检测内部员工填写
Application No.申请编号:
Date 日期:
Person 人员:

TESTING APPLICATION FORM
测试申请单

Remark 备注:

Please fill in the items marked by th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请务必用中英文填写完整标有★的项目。本申请单可附测试附表。
★Applicant (委托方,中英文):

申请方资
料
Applicant
Info.
样品资料
Sample
Info.

★Address (地址,中英文):
★Manufacture (生产企业,中英文):
★Address (地址, 中英文):
★Contact Person (联系人):

★Email (电子邮件):

★Phone (电话):

★Fax (传真):

★Sample Name (样品名称,中英文):

★Sample Status (样品状态):

★Style No (规格):

(如 20g/支)

★Brand (品牌):

★Batch No. (批号):

★Quantity of Sample (送样量):

★Date of Manufacture(生产日期):

★Shelf life or the prescribed period (保质期或限用日期):

★Please fill n the required test standards or other test items you apply. If not, we will test according to
the default method.
请填写申请测试的项目和要求的标准。否则，我们将按照实验室默认的方法进行测试。
Test Item 测试项目

Test Standard 测试标准

Test Additional Condition 测试附加条件

测试要求
Required
Testing
Items

★Service Required 服务类型:
Regular 5-7 Working Days 常规5-7个工作日
Express（100% Surcharge）3 Working Days（100%加急费）3个工作日

Others 其它

★Report Form 报告形式:
Test Report 检测报告
★Report Language 报告语言:

English Report 英文报告

服务要求
Service
Req.

Chinese Report 中文报告（未选择，默认出中文报告）

Note: One report only. 100RMB for add or update. If you need to indicate other items in report, please specify.
告，每加一份或更新一次报告，需收取报告费 100RMB。如报告需注明其他事项，请说明：
★Report Delivery 报告交付:
Express 快递
Self-Pick up 自取

Fax 传真

注：仅出具一份报

Email 电子邮件

Note:Test sample will normally be retained for maximum period
of30 days and will be destroyed over this period.
Yes 需要(邮费自付)
No 不需要(缺省默认)
备注：通常样品会保存 30 天，逾期销毁
★Whether you accept subcontracting of test to other qualified subcontractor? 是否接受将样品分包到其他有资格的公司?
Yes 是
No 否
★Sample Return 样品退回

We declared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given by us is true and correct.我们声明以上提供的资料全部属实。
We agree to abide by the annex printed on the back of this form.我们同意遵守印于本表背面的附件条款。
★Signature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Entrust party and Company Stamp 委托方代表及公司印章：
★Signature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Tester 承检方代表签名：

★Date 日期：
★Date 日期：

说明：本委托书签字有效，请详细填写并确保信息的正确性和完整性，我们将严格按照申请单测试和制作报告。若不填写英文信息，瑞
旭技术-希科检测只提供中文报告，不提供英文报告。

Test Annex 测试附表

Sample List 样品材料清单
序号
SN

样品名称
Sample Name

样品规格
Sample Style No

样品状态
Sample Status

测试项目及标准
Test Items and Standards

样品送检编号
Sample Serial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Remark: Copy available. 说明：此表可复制。

杭州希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Hangzhou C&K Testing Technic Co ., Ltd 实验室电话(Tel)：0571-89900710 传真(Fax)：0571-89900719
RT/RF05-13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80 号华业高科技产业园 4 号楼一层邮箱(Email)：test@cirs-group.com

检测服务委托书
CONTRACT OF TEST SERVICE

双方约定条款
(Service Terms and Agreements)
1. 杭州希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旭技术-希科检测）为申请方提供检测技术服务。
2. 本委托书包括两部分，测试申请单和测试报价单。
3. 在服务过程中瑞旭技术-希科检测将要求申请方提供其样品的有关资料，申请方有义务和责任及时向瑞旭技术-希科检测提供，
以便瑞旭技术-希科检测及时完成申请方申请的服务。
4.

委托书的生效、修改、终止及延续
4.1 生效：申请方签署“测试申请单”后，瑞旭技术-希科检测将向申请方发送“报价单”，本委托书在二者均签署之后生效，传真
件有效。测试周期从申请方测试费用到达瑞旭技术-希科检测银行账户之日起开始计算。
4.2 修改：除非双方签署有书面修正意见，否则不能对本委托书进行任何变动和修改。
4.3 终止：本委托书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而定，可以以书面形式予以终止，以终止日期为准，瑞旭技术-希科检测扣除已经发生
的费用后与申请方结算相关费用。
4.4 其它：瑞旭技术-希科检测以书面或电子方式向申请方提交相关报告或要求的文档作为服务完成标志。假如申请方有其它服
务请求需重新申请。

5.

申请方的义务
5.1 申请方应保证准确、完整、及时提供必要的资料，并对其准确性负责，协助瑞旭技术-希科检测顺利完成合同约定的服务内
容，由于申请方所提供资料的不准确、不完整、不及时等导致的损失由申请方承担。
5.2 对于瑞旭技术-希科检测以书面或电子方式向申请方提交相关报告或要求的文档，申请方承担向瑞旭技术-希科检测支付费
用的义务。
5.3 申请方应充分保证在本委托书的服务期内或期后都不会因为申请方及其雇员或代理人的行为、过失或违约给瑞旭技术-希科
检测造成损失或损害。一旦因为申请方及其雇员或代理人的行为、过失或违约给瑞旭技术-希科检测造成损失或损害，则由申
请方承担完全责任。

6.

瑞旭技术的义务
6.1 瑞旭技术-希科检测应按照测试需要，对申请人以书面或电子方式向申请方提交相关报告或要求的文档。
6.2 瑞旭技术-希科检测在服务过程中与任何第三方的交往都应该始终维护和支持申请方的合法利益，并及时向申请方通报服务
进度。
6.3 瑞旭技术-希科检测及其员工在履行与本合同有关的服务中不应为私利而接受贸易佣金、回扣或类似的款项。
6.4 所有按合同要求完成的服务工作都可由申请方检查，瑞旭技术-希科检测要对服务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6.5 没有申请方的授权，瑞旭技术-希科检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自行处置属于申请方的权益，法律有另外规定的除外。
6.6 没有申请方的授权，瑞旭技术-希科检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任何第三方泄露申请方的任何信息。法律有另有规定的除外。

7.

费用及支付
7.1 本委托书中申请方应支付的费用指支付给瑞旭技术-希科检测的测试服务费。
7.2 申请方应按瑞旭技术-希科检测发送的“测试报价单”中的规定支付费用。
7.3 瑞旭技术-希科检测收到申请方支付的服务费后，向申请方开具发票。

8.

争议和其它约定
8.1 双方应友好解决因本委托书而产生或与本委托有关的一切争议。
8.2 双方之间如不能友好解决因本委托书而产生的或与本委托书有关的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向瑞旭技术-希科检测所在地的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仲裁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
8.3 双方或其中一方对仲裁不服，应在收到仲裁决定书十五天内向瑞旭技术-希科检测所在地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仲裁决
定书发生法律效力。
8.4 在仲裁和诉讼期间，除了必须在仲裁诉讼过程进行中解决的问题，委托的其余部分应该继续履行。
8.5 未经双方书面允许，任何一方均不得向第三方透露本委托书的任何内容。
8.6 本委托书未作规定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中的相关规定执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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