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第 05期暂停认证证书公告（体系） 

发布时间: 2020年 05月 31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CNAS-CC01：2011《 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求》及我中心制订的

《认证证书的保持、扩大、缩小、暂停、恢复和撤销管理程序》中相关规定，浙江盛标检测认证有限公司（ZSC）

暂停以下企业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1. 企业名称：襄阳市越宇重工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795R0S       暂停日期：2020/5/1 

   证书范围：联轴器的生产和销售 

2. 企业名称：浙江永耀灯饰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119R0M    暂停日期：2020/5/2 

 证书范围：荧光灯、格栅灯、泛光灯、道路灯、庭院灯、草坪灯、高杆灯、应急灯、LED 照明灯具系列产品 的

设计、开发、生产和电子镇流器的生产及相关管理活动 

3. 企业名称：浙江永耀灯饰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135R0M      暂停日期：2020/5/2 

 证书范围：荧光灯、格栅灯、泛光灯、道路灯、庭院灯、草坪灯、高杆灯、应急灯、LED 照明灯具系列产品 的

设计、开发、生产和电子镇流器的生产及相关管理活动 

4. 企业名称：永嘉县世杰阀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19R0S       暂停日期：2020/5/3 

 证书范围：阀门球体的生产和销售 

5. 企业名称：河南金鹏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15R0S       暂停日期：2020/5/3 

 证书范围：高压电气开关设备的生产和服务 

6. 企业名称：乐清市德赛塑料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796R0S        暂停日期：2020/5/5 

 证书范围：塑料行线槽的生产和销售 

7. 企业名称：浙江宝莲塑胶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45R0S        暂停日期：2020/5/6 

 证书范围：泡沫塑料制品的生产 

8. 企业名称：上海丰旻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787R0S        暂停日期：2020/5/6 

 证书范围：仪器仪表的销售 



9. 企业名称：襄阳嘉鑫源建材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26R0S       暂停日期：2020/5/6 

 证书范围：混凝土添加剂（减水剂）的生产 

10. 企业名称：鄂尔多斯市斌鑫恒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67R0S        暂停日期：2020/5/7 

 证书范围：聚丙烯酰胺（不含危险化学品）、聚合氯化铝、阻垢剂、矿用设备及配件的销售 

11. 企业名称：西安联胜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61R0S        暂停日期：2020/5/7 

 证书范围：石油钻采设备及配件、五金交电、矿产品（除专控）、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危险品除外）的销

售 

12. 企业名称：西安联胜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144R0S       暂停日期：2020/5/7 

 证书范围：石油钻采设备及配件、五金交电、矿产品（除专控）、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危险品除外）的销

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13. 企业名称：西安联胜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126R0S     暂停日期：2020/5/7 

 证书范围：石油钻采设备及配件、五金交电、矿产品（除专控）、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危险品除外）的销

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14. 企业名称：武汉市南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06R0M       暂停日期：2020/5/8 

 证书范围：空调压缩机配件（法兰、气缸、曲轴）的生产和销售 

15. 企业名称：杭州爱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11R0S          暂停日期：2020/5/8 

 证书范围：人才招聘和人才推荐 

16. 企业名称：浙江法瑞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06R0S       暂停日期：2020/5/9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低压电器开关设备和高压成套设备的生产和销售 

17. 企业名称：永康市硕和门业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31R0S       暂停日期：2020/5/9 

 证书范围：木门的制造和销售 



18. 企业名称：永康市都迪工贸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139R0S      暂停日期：2020/5/9 

 证书范围：出口哈雷电动车（不含汽车、摩托车）的生产和销售；电动滑板车的生产和销售 

19. 企业名称：浙江科熔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17R0S      暂停日期：2020/5/10 

 证书范围：高压开关设备的生产和销售 

20. 企业名称：温州市中科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98R0S       暂停日期：2020/5/11 

 证书范围：无动力类儿童游乐设备的生产（不含资质许可的产品） 

21. 企业名称：泰利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含子证温州泰利城乡智能配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42R0S     暂停日期：2020/5/12 

 证书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服务及相关管理活动 

22. 企业名称：泰利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含子证温州泰利城乡智能配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385R0S     暂停日期：2020/5/12 

 证书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服务及相关管理活动 

23. 企业名称：泰利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含子证温州泰利城乡智能配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05R0S      暂停日期：2020/5/12 

 证书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服务 

24. 企业名称：温州泰利城乡智能配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42R0S-1    暂停日期：2020/5/12 

 证书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服务及相关管理活动 

25. 企业名称：温州泰利城乡智能配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385R0S-1     暂停日期：2020/5/12 

 证书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服务及相关管理活动 

26. 企业名称：温州泰利城乡智能配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05R0S-1      暂停日期：2020/5/12 

 证书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服务 

27. 企业名称：漳州市陆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51R0M      暂停日期：2020/5/12 

 证书范围：再生纸浆、再生铝塑膜、再生铝屑、再生塑料膜及再生塑料米的生产与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28. 企业名称：漳州市陆海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137R0M     暂停日期：2020/5/12 

 证书范围：再生纸浆、再生铝塑膜、再生铝屑、再生塑料膜及再生塑料米的生产与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及相关管理活动 

29. 企业名称：金华泽盛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1120R0S      暂停日期：2020/5/13 

 证书范围：绳缆（迪尼玛绳、防扭丙纶绳、绝缘蚕丝锦纶绳、防潮蚕丝绳）的生产和销售 

30. 企业名称：厦门市西联恒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09R0S      暂停日期：2020/5/14 

 证书范围：透水混凝土材料、彩色混凝土材料、聚氨酯材料、荧光石材料、环氧树脂材料、水泥基复合材料

的销售 

31. 企业名称：厦门市西联恒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388R0S     暂停日期：2020/5/14 

 证书范围：透水混凝土材料、彩色混凝土材料、聚氨酯材料、荧光石材料、环氧树脂材料、水泥基复合材料

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32. 企业名称：湖北东锦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382R0S       暂停日期：2020/5/14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 

33. 企业名称：湖北东锦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39R0S     暂停日期：2020/5/14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 

34. 企业名称：温州拓沃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20R0S      暂停日期：2020/5/15 

 证书范围：铝压铸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35. 企业名称：深圳市富昌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68R0S        暂停日期：2020/5/17 

 证书范围：包装胶带丶拉伸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服务 

36. 企业名称：襄阳亚克化学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59R0M        暂停日期：2020/5/17 

 证书范围：磷系列阻燃剂的生产（不含化学危险品）（涉及法律法规行政许可要求的产品除外） 



37. 企业名称：永康市神力电力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04R0S      暂停日期：2020/5/18 

 证书范围：机动绞磨机、液压绞磨机、液压泵、放线滑车和铝合金卡线器的生产 

38. 企业名称：永康市工发标牌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394R0S     暂停日期：2020/5/18 

 证书范围：标牌的生产和相关管理活动；拉线保护管、电力设施护栏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39. 企业名称：永康市工发标牌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50R0S    暂停日期：2020/5/18 

 证书范围：标牌的生产和相关管理活动；拉线保护管、电力设施护栏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40. 企业名称：海南中交翊成交通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66R0S      暂停日期：2020/5/19 

 证书范围：交通工程材料及设备的销售 

41. 企业名称：江苏庆慷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46R0S        暂停日期：2020/5/20 

 证书范围：空调暖通类机电设备的销售 

42. 企业名称：江苏庆慷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04R0S       暂停日期：2020/5/20 

 证书范围：空调暖通类机电设备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43. 企业名称：江苏庆慷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58R0S     暂停日期：2020/5/20 

 证书范围：空调暖通类机电设备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44. 企业名称：海南海誉达实业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59R0S      暂停日期：2020/5/20 

 证书范围：建材制品（S95 矿粉、硅酸盐水泥、粉煤灰、钢材） 的销售 

45. 企业名称：乐清市佳诺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25R0S      暂停日期：2020/5/20 

 证书范围：电缆网兜的生产；电力金具、铜编织带、缠绕管、热缩管和绝缘胶带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46. 企业名称：湖北朗尔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393R0S       暂停日期：2020/5/21 

 证书范围：物业管理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 



47. 企业名称：湖北朗尔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49R0S     暂停日期：2020/5/21 

 证书范围：物业管理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 

48. 企业名称：海南永兆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23R0S     暂停日期：2020/5/22 

 证书范围：商品混凝土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49. 企业名称：海南永兆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00R0S      暂停日期：2020/5/22 

 证书范围：商品混凝土的生产和销售 

50. 企业名称：海南永兆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74R0S   暂停日期：2020/5/22 

 证书范围：商品混凝土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51. 企业名称：贵州金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GB/T50430-2017 注册号：28519Q10897R0M 暂停日期：2020/5/22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52. 企业名称：贵州金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21R0M   暂停日期：2020/5/22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和相关管

理活动 

53. 企业名称：贵州金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45001-2020/ISO 45001：2018        注册号：28519S10373R0M   暂停日期：2020/5/22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和相关管

理活动 

54. 企业名称：襄阳市宏喜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60R0S      暂停日期：2020/5/24 

 证书范围：轴承内外圈的加工 

55. 企业名称：浙江佑朗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49R0S      暂停日期：2020/5/24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无功补偿测控装置、电力电容器、电力电容补偿装置和复合开关的生产和销售 

56. 企业名称：苍南力海包装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50R0S      暂停日期：2020/5/24 

 证书范围：牛皮纸包装胶带的生产和塑料支架件的销售 



57. 企业名称：浙江同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391R0M     暂停日期：2020/5/24 

 证书范围：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甲级）、工程招标代理（甲级）、工程造价咨询（甲级）服务和相关

管理活动 

58. 企业名称：福建科宏电机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33R0S      暂停日期：2020/5/27 

 证书范围：电机、水泵和按摩器材的生产和服务 

59. 企业名称：襄阳永力通机械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52R0S      暂停日期：2020/5/27 

 证书范围：扒渣机的生产 

60. 企业名称：厦门固乐佳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74R0S        暂停日期：2020/5/28 

 证书范围：塑胶制品的设计和销售 

61. 企业名称：厦门固乐佳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151R0S       暂停日期：2020/5/28 

 证书范围：塑胶制品的设计、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62. 企业名称：新缆集团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173R0M     暂停日期：2020/5/29 

 证书范围：10KV 及以下煤矿用电缆（橡套软电缆、电力电缆），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绝缘电缆（聚氯

乙烯绝缘电缆、橡皮绝缘电缆）、电缆附件的生产、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 

63. 企业名称：新缆集团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153R0M   暂停日期：2020/5/29 

 证书范围：10KV 及以下煤矿用电缆（橡套软电缆、电力电缆），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绝缘电缆（聚氯

乙烯绝缘电缆、橡皮绝缘电缆）、电缆附件的生产、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 

64. 企业名称：江苏艾利克储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57R0S        暂停日期：2020/5/29 

 证书范围：小型均质乳化机、植物提取设备、常压反应釜、换热器和汽车油箱加油管总成的生产和销售（涉

及 法律法规行政许可要求的产品除外） 

65. 企业名称：杭州永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02R0S       暂停日期：2020/5/30 

 证书范围：物业管理服务，河道保洁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 



66. 企业名称：杭州永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56R0S     暂停日期：2020/5/30 

 证书范围：物业管理服务，河道保洁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 

67. 企业名称：温州美厨食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82R0S      暂停日期：2020/5/30 

 证书范围：预包装食品、散包装食品和初级农产品的销售 

68. 企业名称：温州美厨食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155R0S     暂停日期：2020/5/30 

 证书范围：预包装食品、散包装食品、初级农产品的销售及相关管理活动 

69. 企业名称：山西建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150R0S        暂停日期：2020/5/31 

 证书范围：物业管理服务 

70. 企业名称：山西建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080R0S       暂停日期：2020/5/31 

 证书范围：物业管理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 

71. 企业名称：山西建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069R0S     暂停日期：2020/5/31 

 证书范围：物业管理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 

72. 企业名称：台州市威凯进出口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22R0S        暂停日期：2020/5/31 

 证书范围：货物进出口贸易 

上述企业自暂停之日起不得宣传宣称获得 ZSC认证，同时应立即停止使用任何引用认证资格的广告材料。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