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名称

姓名

电话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李澄 刘小龙

83886268 83886811

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

赵程程

85916299

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黄天硕

57811164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卢京华

64750088-602

北京中润兴认证有限公司

贾卫东 王彩英

64489531-826
64489531-820

中电联（北京）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苏隔

63253530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苏红星

62983780

北京军友诚信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高京津

59517882

河北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罗媛媛

0311-85520180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张远

82295277

凯新认证（北京）有限公司

张晓娇

65524418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韩红丽

84850008-131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张宁

62335138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张悦

88411888-765

北京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吴静媛 胡明

58561607

中联认证中心

张伶

88301548

北京外建质量认证中心

王庭超

64450540-602

北京埃尔维质量认证中心

陈亚东 王敏

68001010-8303 /8302

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

程乃风

022-23525350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廉婧

68456699-854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金娜

66359502

北京华思联认证中心

董晓玲

65004288-832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蔡玮琦

64442772

北京海德认证有限公司

王蕾 潘思佳

52187710 65817800-823

北京中油健康安全环境认证中心

李占稳

80169931

北京兴国环球认证有限公司

龙英瑛

63588901-6072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郭路

56313442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高珊

68396645

北京恩格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陈娇思

84785070-8033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潘璟

68710402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隗海英

88268713

北京泰瑞特认证中心

蔡彩霞 刘红欣

59570292 59570262

华赛天成管理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张玫

65676366

莱茵检测认证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齐兰娣 程朝辉

65666660-231
65666660-111

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秦玉延

68359849

北京天一正认证中心

冯莉

88108410

天津华诚认证中心

陈冬

022-84379333-1343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莉莉

51167333

北京五洲恒通认证有限公司

谢桂英

63180950-8016

东北认证有限公司

周怡

024-83961699/1676

中煤协联合认证（北京）中心

沈瑞先

84264995

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程曦

84885007

北京中物联联合认证中心

金海亮

67168831

北京国检联合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金世光

58207930

劳氏质量认证（上海）有限公司

王会荣

58256801-217

北京国金恒信管理体系认证有限公司

田丹

62115558-306

北京恒标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张小伟

62131936

北京创源信诚管理体系认证有限公司

徐伟宏 阎志丽 64940991-15 64940991-22

北京思坦达尔认证中心

龚云芬

64795109-835

北京航协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殷晓莉

84387108

中标研国联（北京）认证中心

金文英

68017408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郑佳

59205863

中汽认证中心

王敏

88301273

卡狄亚标准认证（北京）有限公司

王雁

65389968-308

英标管理体系认证（北京）有限公司

潘涛

85073032

北京中联天润认证中心

马凌云

64477115

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

武艳玲

58673526

北京赛西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丰小燕

84029162

香港品保局

翁梦艺

13763338355

必维认证（北京）有限公司

马琳

59683691

北京中水源禹国环认证中心

陈世宏

62033377-1052

北京神舟时代认证中心

肖伟

63709703

泰尔认证中心

宋茂恩

58050120

北京国医械华光认证有限公司

牛晓雯

62013856

北京福缘安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蒋茜

82015837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

韩雨

65906186-895

北京九鼎国联汽车管理体系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杨金花 李金兰

65994382

北京华电万方管理体系认证中心

庞敏

63918233

河北英博认证有限公司

李瑞雪

031168050066 /68009040

北京中水卓越认证有限公司

王玮

51732610—8021

北京东方凯姆质量认证中心

申爱萍

59199076

华信技术检验有限公司

马萍香

82511219

北京中设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周丹

68200708

中铁铁路产品认证中心

张婧

51874685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宋美丽 谢海萍

0571-87711527

0571-87711535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赵蓓蕾 于海燕 021-50273066-312/229

贝尔国际验证技术服务（成都）有限公司

高士杰

021-51096866-8016

上海挪华威认证有限公司

徐蓓

021-32084518-3580

广东质检中诚认证有限公司

吴卉青

020-89232333-820

广东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中认认证培训
吴卓健 陈嘉祺
有限公司)

020-66390980
020-66390962

上海德世爱普管理体系认证有限公司

丁一君

021-62895083

上海爱索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挪亚）

朱雪莹

021-50977195

上海英格尔认证有限公司

胡书荟

021-51114700-843

上海中正威认证有限公司

陶曼丽

021-63455510-8005

上海埃比埃斯技术检验有限公司

官勇 罗妍

021-68769266

深圳华测鹏程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唐海霞

0755-82721605

上海赛瑞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陈佳倩 杨万霞

021-58219330-1124
021-58219330-1102

上海恩可埃认证有限公司

曹莉青

021-58305230

上海凯瑞克质量体系认证有限公司

滕雅萍 钱莉

021-51615352-828

浙江省环科环境认证中心

马骏 王丹

0571-87990849

福建东南标准认证中心

黄秀娟

0591-83762043

上海奥世管理体系认证有限公司

陈燕华

021-31273777

深圳市环通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陈庆宇 郑媛

0755-83242130
83355888-834

浙江公信认证有限公司

徐艺 潘梅芳

0571-85067843
0571-85163920

四川三峡认证有限公司

陈桂如

028-85125807

江苏艾凯艾国际标准认证有限公司

顾李霞

0512-68839006

上海达卫师认证有限公司

王瑜

021-62773910-8007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刘晶晶

020-87237492

上海质量技术认证中心

叶慧 干丽芳

021-64313424 64313428

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

杭银珍 胡慧瑾

021-52389906
021-52389950

杭州汉德质量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赵育红 顾蓓

0571-85386989

山东世通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李琳

0532-80772393

江苏九州认证有限公司

周元元 朱颖

025-83231217
025-86636277

广州威凯认证检测有限公司

江高炎

020-32068026

上海禾邦认证有限公司

马伟清 刘莉

021-52377700-2822

青岛中化阳光管理体系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杨莉

0532-83786682

北京东方嘉禾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严冰珍 蒋渝瑛

62827900 82795400

北京中合金诺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胡江疆

56174899

北京五岳华夏管理技术中心

张兴

5612609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张留宇

0991-2325271

辽宁方园有机食品认证有限公司

王卓

024-86806565

北京爱科赛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郭米娟

62827070-842

杭州中农质量认证中心

王东辉

0571-86653152

黑龙江省农产品质量认证中心

徐晶

0451-87979267

吉林省农产品认证中心

李振凯

0431-85316534

辽宁辽环有机食品认证中心

樊蕴

024-31016690

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

王卫

62114719

中食恒信（北京）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李蓓

5836017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认证中心

汪小霞

029-87091495

北京中轻联认证中心

韩冰

68396621

中国建筑材料检验认证中心

马燕华 李莉莉
孟扬

51167618 51167303
64517807

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

秦岩

88513168

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

秦岩

88513168

国培认证培训（北京）中心

王泽伦

18601129001 84851500

深圳市国信认证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陈毅琨

0755-83216533

上海质量教育培训中心

林莉

021-52389935

北京经纬方正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赵淑丽

68031220

深圳市深监管理认证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邹卫萍

0755-82449725

纳威尔格（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穆文杰

66410036

深圳市康达信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尹迈曼

0755-83169621

北京华夏环科技术培训中心

郭红丹

84064605-1008

北京中质协卓越培训中心

胡欣荣

66025298

北京国英卓越技术培训中心

沈辉

58561283

北京国通认证技术培训中心

余丹

84829808

启龙认证培训（北京）有限公司

白丽丽

81582688

中交（北京）交通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陈晨

58278014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芦洋

59796665-3902

中食联盟（北京）认证中心

王亚静

67091733

电能（北京）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蓝艳玲

13911527833

中饮标(北京)安全饮品认证中心

李红

51491878

北京国体世纪体育用品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张晶

67165095

广东加华美认证有限公司

王蕾

020-87327056

合肥通用机械产品认证中心

李韶强

0551-65335576

南京英目认证有限公司

夏平

025-83212780-8012

世优认证（上海）有限公司

李小川

13671767531

意美酷认证（上海）有限公司

王晓鹏

15821660376
021-52380507-304

中环协（北京）认证中心

王晶

51555010-806

北京新华节水产品认证有限公司

赵景蕊

63203713

北京科正平机电设备检验所

宋乐

64031106

北京中冷通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郑斌

83510099-698

江苏捷通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朱王飞

0514-87869580

北京中水润科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郝玉凤

68786613

上海联广认证有限公司

李亚乐

021-54453132-1997

中冶（北京）冶金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黄伊能

82227706

德凯质量认证（上海）有限公司

冯珏 赵薇

021-60567604
0571-87711512

上海色瑞斯认证有限公司

李涵

021-61483660

苏州 UL 美华认证有限公司

凌燕

13862129061

湖南欧格有机认证有限公司

董小红

0731-84637042

北京中瑞雅德士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崔静娴

85967093

特思达（北京）纺织检定有限公司

王会岳

010-66555125-106

北京康居认证中心

王琳

58933570

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高诚贤

农业部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

刘学刚

010-65987161
65521819

上海添唯电气检测有限公司

邢琳

13917478431

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

邹晨

64176406

深圳维天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刘巍

57996095

北京中机诚业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蔡紫琴

13910510661

山东鲁源节能认证中心

刘积瑗

0531-82679205

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

徐然

65994348

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

黄昱

025-85287033

北京中标联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陈明娟

13911810462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张馨

84029208

珂玛认证培训有限公司

王梅

68763181

山东科苑环境认证中心

张鹏

0531-66573363

海军装备质量审核认定中心

孙虹

66961495

空军装备质量审核认定中心

黄建

66983734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培训中心

张馨

84029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