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三届六次理事会暨三届九次常务理事会提案二：

关于吸收蒙牛集团等 42 家单位
为协会会员的提案
各位理事：
自 2021 年 1 月以来，中国认证认可协会陆续收到内蒙古蒙牛
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
限公司、上海汇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起点认证(上海)有限公司、
中电运行（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欧利斯认证有限公司、广
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广东科标宇鸿认证服务有限公司、中认
国标（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北京风尚泰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华力必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晟安华认证有限公司、中宇
康泰认证有限公司、广东中检认证有限公司、秉奕国际认证有限
公司、四川首信四方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国衡华信（北京）认证
有限公司、深圳市倍测检测有限公司、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
院、山西玖零零幺质量商学院有限公司、中旭认证有限公司、国
电东北环保集团产业有限公司、数据安全认证（贵州）有限公司、
南京中科药业有限公司、青岛标普检验认证有限公司、安徽科博
产品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神州（天津）认证服务有限公司、中
电投工程研究检测评定中心有限公司、深圳誉杰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资鉴认证有限公
司、博业众诚认证有限公司、河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

公司、北京中京天成检验认证有限公司、好活（昆山）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3M 中国有限公司、中翔国际认证检测（深圳）有限公
司、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质诚嘉远（天津）认
证有限公司、襄阳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山东九千认证有限公司、
苏兴检测认证（江苏）有限公司等 42 家单位申请成为协会会员。
经协会初审，符合《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章程》第九条规定的
入会条件。现根据《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章程》、《中国认证认可协
会会员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请各位理事对申请入会单位进行
审议。

附件：42 家申请入会单位简介

附件

42 家申请入会单位简介
序号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100701465425Y）蒙牛是中国领先、世界知名的乳制品企业，2020 年 8 月，
荷兰合作银行发布年度“全球乳业 20 强”榜单，蒙牛跻身 8 强阵营。蒙牛专注
于为中国和全球消费者生产营养、健康、美味的乳制品。公司成立 20 多年来，
已形成包括液态奶、冰淇淋、奶粉、奶酪等品类在内的丰富产品矩阵。蒙牛在中
国建立了 40 座生产基地，在新西兰和印度尼西亚各建有 1 座海外生产基地，年
产能合计逾 1000 万吨。

序号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

2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211T）认证机构批准号：CNCA-R-2020-669。公司是专业从事我
国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的机构，同时作为矿山设备安全专业研究机构和国家安
全生产的重要技术支撑机构，在安全技术研究、法规标准建设、科技成果转化、
先进技术推广、安全监管监察支撑服务等方面持续做出贡献。安标国家中心陆续
取得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及自愿性产品认证机构
资质,，经过 30 年的不断探索、完善与革新，建立了由 22 家安标检测检验机
构，与德国 Dekra Exam、英国 CML、俄罗斯 NANIO CCVE、波兰 OBAC 等国际知名
矿用设备认证机构建立双边合作关系，全力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安全认证
中心、矿用装备安全研究中心和信息服务中心。

序号

上海汇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

上海汇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692995407X）是一家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技术、以分析仪器、检测设备、智能识别、云计算平台、
大数据分析系统等为主要支撑的科技型企业，汇像致力于为生命科学，诊断及应
用化学检测提供领先的实验室自动化智能化仪器设备、试剂耗材及综合解决方
案，为检验检测、食品药品安全、医学与生命科学等行业提供全方位的健康安全
品质检测支撑，打造先进高端的智能仪器设备与软件分析系统。企业致力于实现
测试流程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最大程度降低实验室人员枯燥无味的重复劳
动，提高实验测试效率，减少人工参与及流动对检测过程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从
而规范其检测结果的重现性、稳定性以及合规性。

序号

起点认证（上海）有限公司

4

起点认证（上海）有限公司（统一信用代码证：91310115MA1K4CE270）认证机构
批准号：CNCA-R-2021-743。公司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资质。我们将严格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坚持以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为准则，本着“公正诚
信、科学务实、优质高效、精益求精”的管理方针，以及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有偿
服务原则，尽职尽责，真挚、热诚、高效地为社会各组织提高管理水平做出贡
献。

序号

中电运行（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5

中电运行（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2MA00CD5G0T）认证机构批准号：CNCA-R-2017-363）。认证服务业务范
围：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工程
建设施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中电运行认证专注于客户需求，始终致力于通过认
证以及增值技术服务，帮助客户提高产品和服务品质，协助客户达到工作安全和
环境安全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各界的广泛交流，构建更值得信赖的世界。节
能低碳服务服务业务范围：清洁生产、能源审计、能源管理体系、碳排放管理体
系、碳核查、节能量审核、能源信息平台搭建、节能技术工程改造、二级计量配
备方案、项目资金申请、排污许可证申请。

序号

欧利斯认证有限公司

6

欧利斯认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5MA33RLK31B）认证机构批准
号: CNCA-R-2020-656，公司认证范围为认证服务(包括 1S09001 质量管理体系、
IS014001 环境管理体系、IS0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企业诚信管理体
系、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等)。公司以国家法律法规和认可规范为准则，建立了完
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坚持“公正科学、诚信高效、优质服务、创新卓越”的质量
方针，努力成为本行业中最好的认证公司之一。依据国际管理体系标准实施认
证，满足顾客要求，为顾客提供满意的认证服务。公司坚持公正、守法、科学、
求实的基本原则，以严谨的作风、高质量卓越成效的工作和热情的服务，赢得广
大顾客的满意和信赖。公司以服务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为已任，致力于推
动认证事业的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传递信任，服务发展。在未来发展的道
路上，用标准认证推动产业发展，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序号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

7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社会统一信用代码：51440000515356188D），成立于
2000 年，是由广东地区从事出入境检验检疫有关机构、企事业单位及人士自愿组
成，原广东出入境验检检疫局管理的非盈利区域性社会组织，具有独立的社团法
人资格，协会自成立以来，积极团结组织全省各界热心于检验检疫事业发展的有
关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人士，服务于广大协会会员位，帮助其高质量
发展。2018 年 4 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出入境检验检疫职能划入海关，协会遂
由海关实施业务管理，受广东省民政厅的监督。

序号

广东科标宇鸿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8

广东科标宇鸿认证服务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440605MA51KBD92N）专业
从事企业经营管理规划、认证咨询、教育培训及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管理咨询机
构。公司成立至今，始终秉承“天道酬勤、顾客为本”的经营理念，将国内外最
新最佳的理念与技术传授给企业，通过专业的辅导培训，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与
管理方法，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涉及行业公司咨询服务和辅导涉及到化
工、电力、电子、IT 高科系统、机械制造、汽机车、五金、塑胶、玩具、灯具、
家俱、建材、印刷、路政、农业、食品、旅游、物流、环保、教育、政府机构、
勘测设计、工程监理、工程施工、房地产及物业管理等 30 多个行业领域。

序号

中认国标(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9

序号

中认国标(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A2CD00)，认证
机构批准号：CNCA-R-2018-455。中认国标(北京)认证有限公司以“诚实、守
信、公正、科学”为根基，以“传递信任、服务发展”为己任，不断开拓创新，
完善认证服务，为质量强国贡献一份力量！公司理念：顾客至上，诚实、守信、
公正、科学；尊重我们的行动结果并承担责任；寻求持续改进；互相尊重、互相
合作、肯定每个人的贡献；忠诚、依赖、奉献于团队。公司宗旨：通过我们的纲
领性文件和行动，使社会得到高标准的产品和服务，提高社会责任、环境绩效和
人身及财产的安全保障，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北京风尚泰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

北京风尚泰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67276757W），
公司专注于国家实验室认可（ISO/IEC 17025)、国防实验室认可(DILAC/AC01)、
医学实验室认可(ISO15189)、检验机构认可(ISO/IEC 17020)和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CMA）咨询和培训，不搞项目多元化，帮助实验室解决在认证/认可过程
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压力，顺利通过认证/认可评审，取得国家实验室认可/资质
认定证书。

序号

北京华力必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北京华力必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用代码：91110108330294072L）是国
家海关总署批准设立的北京文投集团投资的国内混合所有制文化大数据企业。做
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瞪羚计划、专精特新和北京文博会
最具投资价值的企业，华力必维运营资质全、数据量大、持续研发能力强和市场
占有率高的艺+1 智能大数据，面向文化艺术市场提供鉴证交易金融服务和研究
咨询服务。华力必维总部位于北京，管理 6000 平米华力文化艺术中心，在全国
设立 9 家子公司和 20 家区域服务机构，面向书画、珠宝玉石、陶瓷 9 大门类
提供鉴证和交易金融服务。

序号

12

序号

13

中晟安华认证有限公司
中晟安华认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500MA2UJFUN12）认证机构批
准号：CNCA-R-2020-715。公司主要从事组织的管理体系认证及相关培训、第三
方委托评价等服务。公司汇集了宝武集团马钢股份、中国十七冶集团、飞马智科
信息技术公司等认证领域内的专家和审核经验丰富的专业老师。立足本地放眼周
边，致力于通过认证及相关服务，按照全球化国际管理标准的要求规范企业各项
业务，提升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整体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中晟安华认证有限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国际
惯例运作，奉行客观、公正、独立、权威的宗旨，为企业提供规范、务实、高
效、经济的服务。

中宇康泰认证有限公司
中宇康泰认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5MA34MWRF8W）认证机构
批准号：CNCA-R-2020-732 公司致力于从事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建筑施工领域质量管理体系、商品售后服务认证等多类
型认证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公司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并接受公正性委员会监督，详见《中宇康泰认证有限
公司章程》。公正性委员会由不同利益方的代表均衡组成，任何一方均不具支配

地位，以确保独立性和公正性。

序号

广东中检认证有限公司
广东中检认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UL3484Y），认证机构
批准号：CNCA-R -2021-737。业务范围包括：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项目。公司已建立并保持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

14

和运作体系。公司实行公正性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管委会成员任
何一方都不具支配地位，确保了公司认证活动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同时公司还设
有技术委员会，对认证过程实施有效的管理监控和技术支持，保证了公司运行的
公正性和有效性。

序号

秉奕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15

秉奕国际认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KPJ3A1B，认证机构
批准号：批准号：CNCA-R-2020-608。公司 以“推进质量、提升服务”为己任，
以管理体系/服务认证业务为主线，着力于促进国际贸易，助力组织质量结构调
整， 提高服务水平，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等工作，为顾客提供增值服
务。秉承“诚实、守信、公正、科学、创新、责任”的管理理念，开拓进取、创
新发展，努力打造成具有不断创新精神、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具有坚实的技术支
撑，具有可持续发展后劲，具有影响力、公信力的认证机构。

序号

四川首信四方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16

四川首信四方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CCF304C），
是一家由国内资深咨询师团队创立的专业技术服务机构。首信四方已经辅导并培
训超过 300 家客户的各类国家标准体系和行业资质，并协助客户深入了解标准内
容，落地标准化建设，并顺利获取国家各类标准体系的认证和资质认可。其中，
包括质量管理体系、信息系统建设及服务（CS）能力评估、ISO27001 信息安全管
理体系、ISO20000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CMMI 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3 级～5
级）、ITSS 国家信息技术服务运维和云计算服务、两化融合管理体系、CCRC 信
息系统安全服务资质、涉密信息系统集成和军工四证等。

序号

国衡华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国衡华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WKDW1D）公
司主要从事质量管理体系、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以及服务认证等认证业务；同时开展第二方审核及质量提升

17

管理服务。公司拥有认证工作必需的硬件资源，配备了一支能力强、具备各领域
的资格、知识和能力、勤奋敬业、作风严谨、敢于担当、合格的审核员队伍和技
术专家队伍，并具有丰富的认证工作实践经验。按照人证认可协会有关审核员自
律要求，建立了审核员管理细则、行为规范、处罚条例等管理制度，以保障向顾
客提供满意的认证服务。

序号

深圳市倍测检测有限公司

18

深圳市倍测检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HJQU35）成立于 2003
年，总部位于深圳，在全国设立了十多个分支机构，拥有化学、生物、物理、机
械、电磁等领域的 3 个实验室，基于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络和深厚的服务能力，公
司每年可提供约 40 万件样品检测服务，服务客户 9 万家，其中五百强客户近百
家。在工业品、消费品、贸易保障三大领域，提供有害物质检测，安规检测，EM
C 检测，环境安全检测，电子电器产品可靠性与失效分析，金属材料、非金属材
料分析，纺织品、鞋类、皮革检测，玩具产品检测，货物适运鉴定，认证与培训
等多项综合检测与认证服务。

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

19

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00004200000073）是湖北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从事标准化与质量研究和技术服
务。近年来，省标质院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升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外向度，主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深入服务省委省政
府重大改革项目。二、深化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标准化技术服务。三、助力
湖北标准化国际化水平提升。四、构建标准化与质量一体化发展格局。五、夯实
标准化与质量事业发展基础。六、以党建与业务融合推动机构建设。

山西玖零零幺质量商学院有限公司
20

山西玖零零幺质量商学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525MA0LF3MJ19）
专注为企业提供体系认证、质量管理、精益管理、特种设备管理等专业培训，打
造为企业专业讲师、咨询培训产品线上线下的运营服务平台。经营范围：电子认
证服务、商务咨询服务；会务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中旭认证有限公司

21

中旭认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T0Y4Q81）认证机构批准
号：CNCA-R-2019-591。现有专兼职审核员/审查员 18 名；我们将切实做好公司
的规范化和可持续性管理工作，充分发挥认证机构的社会功能，坚定、主动的承
担自已的社会责任，为“传递信任、服务发展”，进一步促进消费升级，打造质
量强国，贡献一份应尽的责任。秉承“公信、专业、高效、增值”的核心价值
观，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认可机构的要求建立并运行有效的管
理体系，确保按有关文件要求开展认证审核的管理和实施工作，确保认证质量满
足国家、认可机构和相关标准的要求，并接受国家认证认可监管部门和中国认证
认可协会的监督和管理。

国电东北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2

国电东北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780081023T）由
沈阳市国资委和环保局发起设立。2010 年 6 月，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与沈阳市
政府签署合同，公司正式加入中国国电集团，更名为国电东北环保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目前公司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以经营污水处理为主的综合性环保企业集
团，公司主营污水处理、再生水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同时兼营污泥处理及
与污水处理相关的环保材料研发、制造等业务，已取得生活污水处理、工业废水
处理甲级资质。公司已建成污水和污泥处理厂共计 13 座，日处理污水能力 235
万吨，占全市污水处理能力的 83%，其中：10 万吨以上污水处理厂共 6 座，主要
分布在沈阳市区及城市周边。展望未来，公司将秉承“和谐向上、务实高效”的
企业价值理念，积极推进企业的改革与创新，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建设

国内一流的环保企业而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
献。

数据安全认证（贵州）有限公司

23

数据安全认证（贵州）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5MAAJT7RR2K）认
证机构批准号：CNCA-R-2021-739 是贵州大数据安全工程研究中心法人运营实体
“大数据安全工程研究中心（贵州）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中，贵州大数
据安全工程研究中心的建设由贵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导，原中国
信息安全认证中心、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组织共同参与建设的，专
注于数据安全研究与发展、探索数据安全治理模式与产业实践的机构，旨在打造
成为国内领先的数据安全组织。

南京中科药业有限公司

24

南京中科药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771275651T）前身是中国
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开发公司生产部，目前注册资本 1.5 亿元，厂址位
于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科路 8 号，占地 40 亩，建筑面积近 4 万平方
米。公司成立以来，先后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药品 GMP 证、食品生产许
可证、HACCP 证书、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江苏省标准化示范单位证书、
南京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证书、江苏省著名商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标
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OHSMS18001（职业健康和安全系列标准）
三位一体认证、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全国模范职工小家、江苏省安康杯优胜班
组、江苏省级工人先锋号、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江苏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青岛标普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25

青岛标普检验认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4MA3DM6CP1C）。认证
机构批准号：CNCA-R-2019-566。公司业务范围： GB/T19001/ISO9001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GB/T24001/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GB/T28001/OHSAS18001 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公司以“服务社会，传递信任”为宗旨；以服务国家
经济发展、推进质量提升为己任。以管理体系认证和认证培训等业务为主线。着
力于促进国际贸易，助力组织质量结构调整，参与“两型”社会建设，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保护职业健康安全，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等工作，为顾客提
供增值服务。

安徽科博产品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26

安徽科博产品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码:91340100MA2MWXNG21)是中国
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院属企业，公司先后获得检验检测机构 CMA 资质认证(批
准号：171200100754)、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 实验室认证(注册
号：CNAS L10529)、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 CATL 认证(批准号：【2018】农质
检核（皖）字第 0005 号)、认证机构 CNCA 批准书(批准号：CNCA-R-2021-751)等
多项资质。目前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新型研发机构、合肥市研发与测
试服务平台、高新区高成长雏鹰企业。公司主营业务是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
农副产品、食品接触性材料、保健食品、中药材等产品的检验检测及认证、培训
等服务，未来公司将继续公司为企业及政府提供技术开发、检验检测、标准制
定、安全监管、认证培训等综合服务。

神州（天津）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27

神州（天津）认证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4091596590X）认
证机构批准号：CNCA-R-2020-728。公司将严格遵守国家认证认可条例、认证认
可方针政策和行业规范，接受社会和主管单位的监督，执行公司设置的各项规章
制度，积极做好风险识别控制，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有据可查的正规流程
化管理，加强人员相关规定、规范、制度培训。公司将不断开拓创新，增加新的
认证服务领域，建立一个合作共赢的技术服务平台。

中电投工程研究检测评定中心有限公司

28

中电投工程研究检测评定中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5480868
5B）隶属于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经原国家信息产业部批准建立，中心
是国家级质检机构，授权证书（CAL）编号：2016 国认监认字（665）号,是获得
国家级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证书编号为:
（国 CMA）180020013067 和(省级 CMA)证书编号：160121340318。中心是实验室
认可和检验机构认可的检验检测机构证书编号为：(CNAS L4135 和 CNAS IBO28
6)，中心获得认证机构批准书，批准号：CNCA-R-2018-443，中心具备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资质，水利工程质量检测资质和司法鉴定资质。

深圳誉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9

深圳誉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J9RM8T)业务范围
有 ： ISO9001 、 ISO14001 、 ISO45001 、 IATF16949 、 ISO22000 、 HACCP 、
ISO13485 、 ISO/IEC27001 、 ISO20000 、 AS9100 、 GB/T50430 、 TL9100 、
QC080000、SA8000、TS22163、ISO14064、CMMI、森林认证、GJB9100B、有机产
品、能源管理体系、实验室认可、测量管理体系、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认
证咨询及培训业务。深圳誉杰现有员工 35 人；其中咨询专家 15 人，客服中心 5
人，业务及行政人员 12 人，在深圳、广州、上海、大连、贵州 、昆明、营口分
别注册公司， 满足不同地区的客户需求。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30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0004013602422 ） 认证机构批 准号： CNCA-R-2018-453。 原直 属国家建设
部，现隶属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08 年在同行业中率先取得了“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证书，成为可
承接各行业、各等级的建设工程设计业务，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建设
工程总承包业务、项目管理和相应的技术与管理服务及科技研发为一体的大型综
合性国家设计研究机构。目前已经开展的产品认证范围包括燃气器具及其零部
件，涉及产品性能认证、安全认证、节能认证等领域，认证标志是“CGAC”四个
字母的变体，简称 CGAC 认证。2019 年 8 月 28 日，被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指定为家用燃气器具产品强制性认证的认证机构。

资鉴认证有限公司
31

资鉴认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H10U37R）经国家认证认可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专门从事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
系、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13485 医疗器械管理体系、档案管理

体系、诚信管理体系、商品售后服务评价认证和商业企业品牌评价服务认证以及
其它认证等多类型认证和评价服务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批准号：CNCA-R-2020616）。

博业众诚认证有限公司

32

博业众诚认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MA01JYU64J）认证机构批准
号：认证机构批准号：CNCA-R-2020-652。是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发
展需要，于 2019 年 5 月经国家工商部门批准成立，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第三
方认证机构，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从事质量、环境、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服务体系认证，认证范围包括建筑工程、建材、电力、机械制
造、金属制品、橡胶塑料制品、电子产品、运输仓储、批发零售及其他制造、服
务等领域。公司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持“科学、求实、公正、信誉”的宗
旨，诚挚地为广大企事业单位提供符合其发展需要的认证服务工作，旨在帮助获
得认证的组织增强诚信意识，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组织科学有序发展。

河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33

河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码:91130100MA0EFDLD7R)，
认证机构批准号：CNCA-R-2020-685，为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全额出
资设立的独立法人单位，主要从事产品认证、建筑材料、建筑工程、建筑工程设
备的检验检测等工作。公司拥有一支管理经验丰富、专业能力强、职业道德素质
优良的管理与检验认证团队。公司的宗旨是以公正、科学、及时、准确、周到的
工作精神，提供高质量的认证及检验检测服务。

北京中京天成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34

北京中京天成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码:91110107MA004CU10U）认
证机构批准号：CNCA-R-2017-362。是一家致力于以交通运输行业为主的国际标
准化管理体系认证服务的综合型认证服务机构。作为第三方服务机构，公司拥有
安全工程、网络工程、软件工程、物流管理等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的技术团队，曾
配合交通运输部完成第一代“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的研发；参与
各类交通运输安全服务，配合地方政府帮助企业完善应急预案的编制和评审；配
合地方政府完成辖区企业的专项隐患排查；线上线下培训交通运输企业从业人员
万余人。公司正以饱满的热清、精湛的技术、科学的方法、务实的精神，勇于探
索，深入推动认证事业持续发展。

好活（昆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5

好活（昆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代码/税号：91320583MA1PC3QL2B）
是一家混合所有制灵活就业服务平台，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面向灵活
就业者提供综合服务，2020 年公司完成 B 轮亿元融资。好活科技取得百余项专利
等知识产权，在图像采集、数据分析、场景应用等领域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好活科技联合互联网基础数据平台，应用创新的区块链+云计算技术，构建能力
云，为灵活就业服务平台提供技术和算法支撑。好活科技基于智能大数据打造线
上线下服务系统联合百余家互联网基础平台和行业重要企业，共建服务百万灵活
就业新个体的跨区域和跨平台生态系统。好活科技通过各地的运营中心为全国十
余个省市百万灵活就业者提供服务，广泛服务于即时配送、新零售、社区团购、
物流运输、生活服务、网红电商等四十余个场景。

3M 中国有限公司

36

3M 中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00000002201908280028）是 3M 公司 1984
年 11 月在中国注册成立，是在深圳经济特区外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企
业。截止目前，3M 公司建立了 9 个生产基地、27 个办事处、4 个技术中心和 1 个
研发中心，员工近 8,000 人。 3M 始终致力于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激发创新。
在以科技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我们时刻铭记企业愿景：3M 以科技举百业；3M
以产品兴万家；3M 以创新利个人。3M 公司创建于 1902 年，全球总部位于美国明
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作为一家世界知名的多元化科技创新企业，3M 的产品和技
术早已深深地融入人们的生活。100 多年以来，3M 开发了六万多种产品，从家庭
用品到医疗产品，从运输、建筑到商业、教育和电子、通信等各个领域。

中翔国际认证检测（深圳）有限公司

37

中翔国际认证检测（深圳）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UNL348）认证机构批准号：CNCA-R-2020-688。公司定位管理体系
认证和检测，为客户提供数字化转型的流程管理及数据治理、信息安全、个人隐
私信息保护管理领域标准研究和培训解决方案。中翔证检经过多年沉淀，将继续
秉承“认证为民，检测赋能，传递信任，合规创新”的管理方针，为客户提供有
竞争力与时俱进的管理体系解决方案，竭诚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管理体系认证和
检测服务。坚守“同步世界标准，领跑方案解决，持续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

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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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55902256M）前身为“浙江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站”，于 1985 年
11 月由浙江省建设厅与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原浙江省标准管理局）共同下文
批准成立，是接受地方政府、法院及社会各界委托的开展建筑工程质量检测鉴定
及相关产品检测检验单位。公司 1993 年通过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认证认
定，2006 年获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国家实验室认可，2007 年成为建设
部首批授权的门窗节能性标识实验室，2009 年获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检
查机构认可，2010 年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多次荣获检测行业先进单位、3A
信用企业等荣誉称号，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定的建设工程质量司法检测鉴定
机构、浙江省建设工程检测协会会长单位。

质诚嘉远（天津）认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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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诚嘉远（天津）认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5MA0735ED99）认
证机构批准号：CNCA-R-2021-745。目前主要业务为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
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领域的认证服务，拥有一支素质过硬、专业精干、勤
奋敬业、作风严谨、敢于担当的市场开发队伍、审核员队伍、技术专家队伍和管
理团队，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能够满足为客户提供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
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认证服务的需要。

襄阳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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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0600MB17989904）是按照市
委机构改革意见，于 2019 年 3 月由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属的市食品药品检
验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所属的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和市计量检定测试所、市
粮食局所属的市粮油食品饮料检验检测站整合新组建的市政府直属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襄阳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拥有国家级中心 1 个（国家动力电池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省级中心 7 个（湖北省氢燃料电池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湖北省蓄
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湖北省容量流量计量检定中心、湖北省精密几何量
计量检定中心、湖北省充电桩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湖北省电动自行车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湖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地区性中心 1 个（襄
阳市新能源汽车监控平台）。

山东九千认证有限公司
41

山东九千认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5MA3CD8UFXP）认证机构
批准号：CNCA-R-2020-699。公司专业从事 ISO 管理体系认证的专业认证服务机
构。SDQC 有多年的认证技术服务经验、与国际许多权威机构有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认证审核、培训专家，致力于客户的产品质量提升和
体系管理，努力为社会提供专业、公正、权威、有效的认证服务。

苏兴检测认证（江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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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兴检测认证（江苏）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4MA23026J2Y）
机构批准号为：CNCA-R-2021-782，第三方公正地位的认证机构。公司拥有一支
来自各行业，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丰富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熟练地掌
握管理体系标准及审核技能的审核员和技术专家队伍，从而保证公司有充足的资
源实施各项认证审核活动。公司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坚持以国
际标准和国际惯例为准则，本着“诚信、科学、公正、高效、为顾客提供有价值
的服务”的管理方针，尽职尽责，真挚、热诚、高效地为社会各组织提高管理水
平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