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

自农声明编号： 2020980401003266

生产者名称：

生产省地址：

依据的强削价／＇＇ r日l 认 lit且l\ljJU:

产品名称：

产品系列、型号、规格’

依据的标准．

生产企业名称：

Lenze SE 

Hans-Lenze-Strasse 1. 31855 Aerzcn (Germany) 

CNCA-C04-01:2014 小功率 It\动机

三相异步电动机

见附件

GB厅 12350-2009

伦茨运营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地址· Hans Lenz巳 Str. l /Breslauer Str. 3, D-32699 Extertal (Germany) 

生产者联系信息

名称 ： Lenze SE 

地址： Hans-Lenze-Strasse 1. 31855 Aerzen 
(Germany) 

联系入： Rouven Wolfram 

电话； +49 5154 82-1379 

电子邮箱： rouven.wolfram@lenze.com 

自我声明时间· 2021-07-20 

｜组我户可l地点； Shanghai 

指/:.L~事：r人：

接章：

授权代农信息

名称．

地址．

联系入：

电话．

伦夜（上沟）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上#iHtrnn东新区｜临港新城江山路2989 号

｜刘青

注：有关本声明信息.A-伪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央服务平台（cx.cnca. en）或扫描右上角斗维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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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附页〉

自我声明’高号： 2020980401003266

产品系列、湖号、规格（附件）：

生产者联ff.信息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

自我声明时间：

自我声明地点：
的挝签·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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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ze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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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代表信息

名称：

Hans-Lenze-Strasse 1. 31855 Acrzen 
(Germany) 

地址：

Rouven Wolfram 
+49 5154 82-1379 

rouven.wolfram@lenze.com 
2021『07-20

Shanghai 

（~ .v a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

自我声明时间：

｜ι｜我）－ii 明地点：

指Ml怨：古’人 ：

签章；

叫：；： ＼ O B川.31763 1-1ameln 
llMtS-Le1ue-Str. 1 ， 。.3 1 855 Mr21.:n 

伦夜（上梅）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上部市浦东新l孟｜｜伍港新城江山路2989 号

闵青

021-38288068 

f主：有关本声明信息真伪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ox.once.en）或扫描右上角二锥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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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附页）

自我．声明编号： 202仰＠创010032“

产品系列、型号、规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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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联系信息

名称： Lenze SE 

地址 ： Hans-Lenze-Strasse 1. 31855 Aerzen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

(Germany) 
Rouven Wolfram 

+49 5154 82-1379 

自我声明时间：

｜过我声明地点：

rouven.wolfram@lenze.com 

2021-07-20 

Shanghai 

指足签字人 ： " A ~·· -

签置在： 、 ／ ／ !ti I l 
t.en血~ ’ !J?· /J /J. 
Ll"nle SE ” - v ." 
r;;,.tfarh 10 13 52 0-31763 Ham<!I 
H~·~~：L:~nze-str. 1, o引855 l\Cfl1'n 

授权代表信息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 ：

自我声明~＇J' I可：

i'.' I 我声明地点．
指注：每宇：入 ：

签章：

伦夜（上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市nn东新区l恼港新城江山路2989号

闵青

021-38288068 

注：有关本声明倍，也真伪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cx.cnca.cn）或扫描右主角二”码查询．
第3页／共 3页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

自我声明确号： 2020980401003270

生产者名称：

生产者地址．

Lenze SE 
Hans-Lenze-Strasse l. 31855 Aerzen (Germany) 

依据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则：

产品名称：

CNCA-OOC-008: 2019 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自我声明

三相异步电动机

产品系列、型号、规格：

依据的标准；

生产企业名称：

见附件

GB/T 12350-2009 
伦夜（上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港新片区临港新城江山路2989号

生产者联系估息

名称： Lenze SE 

地址： Hans-Lcnie-Strasse 1. 31855 Aerzen 
(German 

联系入： Rouven Wolt1 am 

电话： +49 5154 82-1379 

电子邮箱： rouven.wolfram@lenze.com 
自我声明时间： 2021-08-11 

自我声明地点： Shanghai 
f旨Al:'.签字人· ． υ 
签章： (. v 

ler四
~enie SE11113 52 0-)1?63 riamelr 
Posliath 1u 巳．，’ n-31855 Aeη·：＜ 
Han.s·Lenie-:m . " -

授权代表馆，也

名称：

地址：

伦夜（上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1

上海市浦东新区l陆港新城江山路2989号

闵青

？主：有关本声明信息真伪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千古息公共服务平台（cx.cnca.cn）或扫描右主角二维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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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附页）

自＆声明编号： 2020980401003270

产品系列、型号、规格（附件）：

生产者联i信息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

自我声明时间：

｜当我声明地点：

指定签字入：

塞章：

Lenze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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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代表信息

名称；

Hans-Lenze-Strasse 1. 31855 Aerzen 
(Germany) 

地址：

伦夜（上梅）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上梅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城江山路2989 号

Rouven Wolfram 联系人： ｜到青

+49 5154 82-1379 

rouven. wolfram@lenze.com 

2021-08-11 

Shanghai 

r~. 
Lenze SE 
Postfach 10 13 52, D-31763 Hameln 
Hans-Lenze-Str. 1, D-31855 Aerzen 

电话：

电子邮箱；

自我声明时间：

在｜我声明地，咱s
t自注：答字’人 ：

签章：

注：有关本声明信息真伪可昼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乎台（cx.cnca.cn）或扫描右上角二维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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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

自我声明编号： 2020980401003272

Lenze SE 生产者名称：

生产者地址： H ans-Lr.nze-Strasse 1. 31855 Aerzen (Germ any) 

依据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则：

产品名称：

C NC A-OOC-008: 2019 ~.监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自我声明

三相异步电动机

产品系列、型号、规格．

依据的标准：

生产企业名称：

见附件

G BIT 12350-2009 

Lenze Austria G m b H 

生产企业地址： lpf-Landess!rasse 1, 4481 Asten 奥地利

生产者联系信息

名称3 Lenze SE 

地址： H ans-Lenze-Strasse 1. 31855 A erzen 
(Germany) 

签章：

Rouven W olfrarn 

十49 5154 82 1379 

rou ven. w olfra rn @lenze.co m 

一Vfl~lf;
Lenze SE 
Postfach 1 O 13 52, 0-3 1 '163 Hame! ri 
Hans-Lenze-Str. 1, D-31855 Aerzen 

授权代表信息

名称：

地址E

伦茨（上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t海市浦东新区l恼港新城江山路2989号

联系人： 闵青

电话3 021-38288068 

电子邮箱：

自我声明时间：

自我声明地点：

指定签字人：

签章：

i主：有关本声明信息真伪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cx.cnca.cn）或扫描右上角二.码查询．

第1页／共3页



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 （附页〉

自我声明编号： 2020980401003272

产品系列、型号、规格j附种）：

生产者联系信息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 ifi '
电子1IUl稍？

自葫芦19J时间：

内我卢明地/:.i.

阳启签字入：

辑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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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w SE 

日 ans-Loni但-'S lrasse l. 31855 Aerzen 
Ger many) 

Bo1Jvc 11 W olfrn m 

+49 5154 82- l 379 

rouven. wolfra 皿＠ lenze.co m 

2021-09-17 

Shanghai 

,;. v. 

注：；~cShE川队阳7日 Hameln
H;ini-Lenn·Str. 1 ， 。.31855 Aer;i;en 

授权4气，我倍息

名称：

地址z

脱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

自我声明时间：

向我卢明地k
:rm主签字人：

伦丧（上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j·j得巾浦东新区1临滋新城江Llr略291'19号

注：有关本声明仿息真伪可昼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乎台（cx.cnca.cn） 我扫描右．上角二锥码釜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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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附页）

自~声明编号： 2020980401003272

产品系列、型号、规格（附件）：

生产者联~信息

名称：

地址t

联系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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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代~仿息

名称：

ll a n s-Le.n~e~Sti ~sso I. 31855 Aerzen 
(Ger m町）

地址：

Rouven Wolfram 

+49 5154 82-1379 

i民系入 t

tlJ. i注 ：

伦茨（上海）传功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l恼港新城江山路2989 ·;,

闵青

021-38288068 

r t!H才！1~ i自； rouven.wolfram@lenze.com ii！子 rtill销 ；

自我;a r旧时间 2021-09-17 

自J立庐 IYH也点 SlwnghaJ 

指定提宁人：

2室 主主 ：

Lenze SE 
Postfach 10 1 J 52， 。－3 1 763 Ham创n
Hani·Lenze-Str. 1, D-31855 Aerzen 

l' I 我芦剧时. fD]. 

向我卢l时地点

指定签字人：

签章：

f主：有关本声明~t .t~也伪可＊＂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千台（cx.cnca.cn) ~扫描右上角二Ill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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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

自我声明镜号： 202098创刷003271

生产者名称：

生产者’地址：
依据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则 ·

产品名称：

产品系列、型号、规格 ：

依据的标准：

生产企业名称：

生产企业地址：

Lenze SE 

Hans-Lenze-Strassc l. 31855 Aerzen (Germany) 

CNCA『00巳008: 2019 5~（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自我；卢刚

三相异步电动机

见附件

GB/T 12350-2009 

Lenze Drive Systems France 

ZIDE RUITZ secteur les Hallots rue des Dames 62620 Ruitz 法国

生产者联系信息

名称：

地址：

Lenze SE 

Hans-Lenze-Strasse 1. 31855 Aerzen 
(Germany) 

联系人： Rouven Wolfram 

电i舌：＋49 5154 82-1379 

电子邮箱： rouven.wolfram@lenze.com 

白我声明时间： 2021-07-22 

自我声明地点： Shanghai 

：啥？人：；. v. 

授权代表信息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电 －f邮箱·

自我声明时间：

1t1 我泸明地点：

捐注：答乎人：

签章：

伦夜（ I：询：）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上沟市Hll东新区l恼港新城江山路2989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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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关本声明信息真伪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ox.onoa.cn）或扫描右上角二维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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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附页〉

自裁．声明编号： 2020980401003271

产品系列、型号、规格（附件）：

生产者联系信息

名称：

地址：

联系入：

电话：

电子邮箱：

自我声明时间：

自我声明地点：

指定签字人：

签章·

Lenze SE 

Hans-Lenze-Strasse 1. 31855 Aerzen 
(Germany) 
Rouven Wolfram 

+49 5154 82-1379 

rouven.wolfram@lenze.com 

2021-07-22 

Shanghai 

授权代在信息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

自我声明时间：

向我户明地点：

指应签字人：

签景：

伦茨（上梅）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上梅市浦东新区｜恼港新城江山路2989 ＇~· 

j主：有关本声明信息真伪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cx.cnca.cn）或扫描右上角二维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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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附页）

自我声明编号： 202098剧。1003271

产品系列、型号、规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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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联系信息 授权代农倍，也

名称： Lenze SE 名称： 伦诙（上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 Hans-Lenze-Strasse 1 .. 31855 Aerzen 地址； 上沟市浦东新区｜恼港新城江山路2989号
(Germany) 

联系人： Rouven Wolfram 联系人： 闵青

电话： +49 5154 82-1379 电话：

电 －f内ll箱： rouven.wolfram@lenze.com 电子邮箱：

自我声明时间： 2021-07-22 自我声明时间：

｜当我声明地点： Shanghai 向我JUCT}J地点：

捐;J二签字入： ,·. V ,} I I IJ 
t同定答：？’，人：

签章； 签草：

i主：有关本声明信息真伪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cx.cnca.cn）或扫描右上角二维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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