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认协综 〔2020〕109 号

关于开展 2020 年“认证技术提升周”系列
活动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认证机构：
按照中国认证认可协会“转观念、转方式、转作风、强
服务”的新工作理念，为进一步发挥技术引领创新发展职能，
围绕2020年全国“质量月”
“建设质量强国决胜全面小康”主
题，我会将良好认证审核案例评议交流与认证技术交流研讨
相结合，开展“认证技术提升周”主题系列活动。具体事宜
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及日程安排
（一）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2 日
（二）日程安排：
1.10 月 20 日 9:00 至 17:00

认证技术交流活动
2.10 月 21 日 9:00 至 12:00
认证技术专业委员会全体会议（另行通知）
10 月 21 日 14:00 至 17:00
质量管理升级版和产品认证专题交流活动
3.10 月 22 日 9:00 至 17:00
良好认证审核案例同行评议现场交流活动
二、活动地点
山西省太原市愉园大酒店（附件 1）
三、参加人员
（一）认证技术交流人员（附件 2）；
（二）质量管理升级版和产品认证专题交流人员（附件
3）；
（三） 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现场交流人员（附件 4）
。
考虑疫情常对化防控整体要求，为减少人员交叉，此次
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现场评议交流活动不设观摩环节；现场评
议专家数量压缩 40%，评议专家同期参加相关会议，相关通
知另行发出；认证技术专业委员会全体会议通知另行发出。
四、其他事项
（一）参加活动的人员应根据当前疫情形势变化，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参加相关活动，需要提供当地政府认可的健康
码，佩戴口罩进入会场；

（二）参加活动的人员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三）活动交流人员需准备演示文稿（PPT），并提前 15
分钟到相应会场将汇报 PPT 考入演示电脑，以保证现场交流
顺畅进行。良好认证审核案例、认证审核升级版案例、产品
认证技术交流案例演示文稿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认证技术
交流演示文稿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
（四）评议交流过程中不得隐去案例相关信息，以保证
案例真实性。
五、参会反馈及联系方式
请参会人员填写交流活动参会回执（下载路径：协会官
网-自律监管-良好案例-“认证技术提升周”系列活动参会
回执地址:http://www.ccaa.org.cn/zljg/lhal/index.shtm l，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前将电子版回执反馈至协会指定邮箱：
ccaalhal@126.com。
联系人：那

丽

010-65994498

袁长忠

010-65994381

附件：1.会议地点路线图；
2.认证技术交流名单；
3.质量管理升级版和产品认证专题交流名单；
4.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现场交流名单。

（此页无正文）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2020 年 9 月 18 日

附件 1

会议地点路线图
会议地点：山西愉园大酒店
地址：太原市迎泽区开化寺街 86 号
酒店联系人：薄经理
联系电话 ：0351-8238464

手机：15903511061

交通路线：
1. 太原火车站：
乘坐 1 路、611 路、618 路、6 路、859 路公交车至青年路口
站下车，再步行十分钟即到酒店；
乘坐出租车需要十五分钟，约 10 元左右。
2. 太原火车南站：
乘坐 51 路（环线）至青年路口下车，再步行十分钟即到酒店；
乘坐 11 路或 201 路建设南路狄村街口换乘 808 公交车至青年
路口站下车，再步行十分钟即到酒店；
乘坐出租车需要三十分钟，约 40 元左右。
3. 太原武宿国际机场：
乘坐 201 至并州北路青年东街口站换乘 51 或 808 至青年路口
站下车，再步行十分钟即到酒店；
机场巴士一号线至山西报社换乘 51 路或 808 至青年路口站下
车再步行十分钟即到酒店；
乘坐出租车需要四十分钟，约 60 元左右。

附件 2

认证技术交流名单
（10 月 20 日）
序号

机构名称

认证技术论文名称

1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关于企业能源基准确定的探讨

2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浅析 ISO45001 标准 8.1 条款“运行策划和控制”

3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小微企业质量提升行动的实践

4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固定式通用 LED 灯具高效照明产品认证规则》的制定和
实施

5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基于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的建筑业企业管理体
系成熟度评价方法研究

6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系统化审核方案管理的研究和实践

7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浅谈基于风险的审核案卷质量管理

8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ISO 10015 2019 质量管理---能力管理及人员发展指南（中文
版 英中对照版）

9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对质量目标的理解

10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中融入知识产权管理要求的探索

11

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服务认证审查方案中关键技术的研究

12

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审核范围和边界及能源核算边界的确定

附件 3

质量管理升级版和产品认证专题交流名单
（10 月 21 日）
序号

机构名称

案例名称

1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审核案例

2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3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4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成都千嘉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5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伟尔格罗普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6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7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南京真宸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8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南通晓星变压器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9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审核员能力现状的能力提升工作的尝试

10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在企业的探索实践

11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

12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森普实业有限公司 CCC 产品认证检查案例

13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溢旭电子有限公司坪山分公司工厂检查案例

14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华东联合制罐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确保过程受控，改进产品质量-天津宏大纺织机械有限公
司案例
非均匀材质的工序质量控制——乐清市昌盛电子实业
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QMS 审核中对行政处罚整改闭环情况的验证--东马棕
榈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济南迪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家信息安全产品认证工
厂检查案例

附件 4

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现场交流名单
（10 月 22 日）
序号

机构名称

案例名称

1

上海恩可埃认证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云医疗装备工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2

上海恩可埃认证有限公司

福建汇川物联网技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3

上海恩可埃认证有限公司

上海酷栈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4

上海恩可埃认证有限公司

东莞舜威电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5

上海恩可埃认证有限公司

厦门鑫河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6

深圳市环通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大同新成欣荣活性炭科技有限公司 QMS 审核案例

7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青岛港(安置
楼)工程项目审核案例

8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关注重大风险 履行合规义务----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9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住总万科建筑工业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市燕通建筑构件有限公司----建筑行业装配式建筑企
业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案例

11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杉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塔式起重机审核案例审核案
例

12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铁九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认证审核案例

13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集团化审核案例

14

北京中油认证有限公司

关于无损检测职业健康管理的审核案例

15

卓越新时代认证（沈阳）有限公司

锦州汉拿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6

卓越新时代认证（沈阳）有限公司

长春设备工艺研究所审核案例

17

卓越新时代认证（沈阳）有限公司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8

卓越新时代认证（沈阳）有限公司

沈阳世润重工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9

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临沂七彩光阳电动车有限公司的工厂检查审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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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安徽省盛运大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21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水之源（中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22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青海龙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23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武汉盖中宝道路设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24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扬州高标机械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25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无锡兴达泡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26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苏州中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27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天津海河乳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28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销售分公司审核案例

29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现河采油厂
审核案例

30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31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井下作业公司审核案例

32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审核案例

33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九江石化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34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石化华东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测井分公司审核案例

35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海石油中捷石化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36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国石化青岛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37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吐哈录井工程公司
审核案例

38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中冶焦耐（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39

北京赛西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吉林省网安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40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通过审核推进完善产品设计策划，并将生命周期观点融入
常规管理中的审核案例

41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永辉超市的应急机制在疫情来临时得到验证

42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贯标需要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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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从电气试验关注工程质量及安全控制——龙江县华龙电
力安装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44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烟农种植过程中对环境污染的控制——贵州省烟草公司
铜仁市公司审核案例

45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优化设计开发流程，提升绩效——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审核案例

46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结合组织实际，提高组织管理水平

47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从历年开具的不符合项及其整改，看认证审核为组织质量
提升的作用

48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无小事，加强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和吊装防护管理——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49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从作业指导书的编制和执行，看认证审核为组织质量提升
的作用

50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全面分析企业知识产权风险，引导企业全方位加强知识产
权管理——江苏户传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51

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赤峰暖捷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52

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成都盼盼门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53

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54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充分策划才能厚积薄发——杭州绿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审核案例

55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建立合规义务动态机制，有效落实实务操作是体系推进工
作的有效途径

56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三体系审核助力救援设备产业规范发展

57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重视物业企业物业项目现场审核——威海威高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58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以顾客为关注焦点，实现共赢

59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聚焦于生产现场管理状态的观察

60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软件运维服务中人员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61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关注食品企业 HACCP 计划适宜性和充分性的审核

62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在宠物饲料行业的应用

63

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远程审核重在“策”与“信”—湖大设计审核案例

64

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绿色肥料产品认证良好检查案例

65

浙江公信认证有限公司

风险思维和组织知识管控在生产和服务提供控制审核实
践中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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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在危化品仓储企业审核中的应用实践

67

北京五洲恒通认证有限公司

河北美临多维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68

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淅川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69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不合格输出控制-中石化河南油建工程审核案例

70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从异常行为识别谈组织知识管理-湖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审核案例

71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湖北天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72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质量成本管理审核案例-湖北帅力化工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73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关注工艺指标的控制管理，助力客户打造耐材一流企业河南熔金高温材料公司审核案例

74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汉江弘源襄阳碳化硅特种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75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方案-西安陕鼓动力股份公司工程技术
分公司案例

76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中原油田分公司濮城采油厂审核案例

77

北京海德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富强鑫（宁波）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78

北京海德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烟台双菱电工有限公司持续改进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审
核案例

79

优克斯认证（杭州）有限公司

山东新康威电子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80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河北万全宏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81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翊腾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82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83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山西炬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84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阳光祥光铜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85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青岛城南电机游戏那公司审核案例

86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浙江北源昊邦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审核案例——规避对人
体健康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慢性或者其他潜在性的危
害风险--须加强新食品原料管控

87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中外运普菲斯亿达（上海）物流公司审核案例——运输企
业外供方温控装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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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道路客运审核之安全生产要求

89

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广东天广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审核案例（关注细
节 降低风险）

90

北京天一正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离合器制造有限公司审核实践

91

北京天一正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营口金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92

北京天一正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荣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93

北京天一正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东风越野车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94

北京航协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泰斯特探伤技术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95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强化产品安全警示标志要求，确保产品安全警示标识准
确，维护生命安全

96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ISO45001:2018 对承包商控制探讨

97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山东宝拉施瓦尔复合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98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信息安全管理为湖北武汉抗击新冠疫情保驾护航--武汉
蓝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ISMS 审核案例

99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河北首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0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河南永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1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汇银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2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中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3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贝得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4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必信空调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5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天工工具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6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欧宝聚合物江苏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7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鹿港乐野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8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9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0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市优力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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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比智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2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鸿程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3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百强乳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4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光华塑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5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6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添光钛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7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鑫路美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8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德成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9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马钢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20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冠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21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领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22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亳州市酒厂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23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康奈集团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24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招商局重工（江苏）有限公司 QMS 审核案例

125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洛阳双瑞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QES 三体系监督审核

126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苏容电气有限公司 OHSMS 审核案例

127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关于规避企业风险认证审核案例—“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
公司”

128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中咨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29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天津大桥焊材集团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30

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东营天力盈宏鞋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31

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从实践中摸索服务认证的经验----大庆市华夏四季蔬菜有
限公司审核案例

132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徐州华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33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天津华庆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审核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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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河北鑫业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35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维达纸业(浙江)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36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陕西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37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广西荔浦志超罐头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38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北京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39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上海常州丽华快餐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40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广州南沙区安永食品加工厂审核案例

141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黑龙江完达山林海液奶有限公司及所属相关分公司审核
案例

142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铁岭先进饲料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43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徐州报业传媒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44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成县亿承种植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45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吉林安德电化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46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连云港金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47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辽宁建安数码集成工程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48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致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49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山西大学现代教育技术学院审核案例

150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武汉建开工程总承包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151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西安长征混凝土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52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53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上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54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陕西中博工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55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武汉君信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156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大长江环境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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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武汉市兴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58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无锡吉兴木桥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59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澳宏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建筑渣土清运审核案例

160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东阳东磁稀土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61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贵州银亨融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62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常州诚利电子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63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银华机械有限公司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案例

164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平安国际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审核

165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66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浙江恒成硬质合金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67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西安立远新材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68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合肥杰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69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浙江盛发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70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上海立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71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上海天虹微型轴承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72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山东万达宝通轮胎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73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四川省宜宾普什驱动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174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审核案例

175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德阳万鑫电站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76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浙江中本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77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

关于应急处理、风险评估的信息安全服务资质审核案例

178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

关于交通运输信息安全中心有限公司的信息安全服务资
质审核案例

179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

关于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的信息系统应急处理服
务审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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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

关于质量管理体系变更管理的审核案例

181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金龙泉泵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82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天津蓝宇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83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住野精密制造（青岛）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84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大连金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85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86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大连东泰产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87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佛山通宝精密合金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88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节能清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89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国电浙江北仑第一、三发电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90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宁夏升腾化工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91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

上海邦达彩色包装印务有限公司检查案例

192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

热电厂烟气污染因子审核思路探讨

193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

和静天富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有机产品检查案例

194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

广西真龙天瑞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检查案例

195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

福人木业（福州）有限公司环境管理体系审核案例

196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江苏华蕴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认证审核案例

197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希美克（广州）实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98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裕辉陶瓷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99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大江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200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京博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201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晶玻璃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202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中国振华集团永光电子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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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204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上海卫星装备研究所审核案例

205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陕西烽火诺信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抄送：存档。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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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8 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