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第 06期暂停认证证书公告（体系） 

发布时间: 2020年 06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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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市杰源金属软管厂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39R0S           暂停日期：2020/6/1 

  证书范围：金属软管的生产（涉及法律法规许可要求的产品除外） 

2. 企业名称：瓯越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395R0S          暂停日期：2020/6/1 

 证书范围：40.5kV 及以下高压电力设备（高压开关柜、环网柜、电缆分支箱、负荷开关、高压断路器）的

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3. 企业名称：瓯越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51R0S        暂停日期：2020/6/1 

 证书范围：40.5kV 及以下高压电力设备（高压开关柜、环网柜、电缆分支箱、负荷开关、高压断路器）的

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4. 企业名称：温州沃沃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87R0S            暂停日期：2020/6/1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的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过滤器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服务 

5. 企业名称：福州榕山管道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36R1M            暂停日期：2020/6/1 

 证书范围：管道成套设备（金属铸造机加工类阀门、井盖、管件及附件）的生产 

6. 企业名称：福州榕山管道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398R1M           暂停日期：2020/6/1 

 证书范围：管道成套设备（金属铸造机加工类阀门、井盖、管件及附件）的生产和相关管理活动 

7. 企业名称：湖北天海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32R0S            暂停日期：2020/6/1 

 证书范围：成品油销售和服务；化工产品（汽车尾气处理液）的销售 

8. 企业名称：上海凌跃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93R0M            暂停日期：2020/6/1 

 证书范围：袋式除尘器及配件生产和销售 



9. 企业名称：上海凌跃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139R0M         暂停日期：2020/6/1 

 证书范围：袋式除尘器及配件生产、销售及相关管理活动 

10. 企业名称：山西瑞城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GB/T50430-2017  注册号：28518Q10357R0M 暂停日期：2020/6/1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11. 企业名称：山西瑞城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ISO45001:2018                     注册号：28518S10167R0M           暂停日期：2020/6/1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和相关管理活动 

12. 企业名称：山西瑞城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192R0M            暂停日期：2020/6/1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和相关管理活动 

13. 企业名称：温州宇恒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188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电脑及其耗材、办公设备及其耗材、计算机管理软件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计算机信息系统

集成的相关管理活动 

14. 企业名称：温州宇恒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164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电脑及其耗材、办公设备及其耗材、计算机管理软件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计算机信息系统

集成的相关管理活动 

15. 企业名称：浙江管工智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12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智能机械设备（输送、装卸设备）的生产 

16. 企业名称：乐清市菲尔浦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36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接线端子的生产和销售 

17. 企业名称：浙江广伐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71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调压器、稳压器、控制变压器（50VA-3000KVA）和三相电力变压器(3KVA-3000KVA)的生产和服

务 

 



18. 企业名称：浙江科易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83R0M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电力金具、防雷设备（防雷绝缘子、放电间隙和过电压保护器）、绝缘保护盒（防水接线盒）、

绝缘罩、电力金具线夹及装置（电缆管道封堵装置、合金力矩通用线夹、配网接地装置、 力矩紧锁连接装置）

的生产和销售 

19. 企业名称：浙江科易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62R0M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电力金具、防雷设备（防雷绝缘子、放电间隙和过电压保护器）、绝缘保护盒（防水接线盒）、

绝缘罩的生产和销售及相关管理活动 

20. 企业名称：浙江科易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08R0M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电力金具、防雷设备（防雷绝缘子、放电间隙和过电压保护器）、绝缘保护盒（防水接线盒）、

绝缘罩的生产和销售及相关管理活动 

21. 企业名称：中瑞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21R0M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复合绝缘子的设计开发及复合氧化锌避雷器、喷射式交流高压熔断器、交流高压隔离开关、 复

合干式套管的生产 

22. 企业名称：十堰市圣火工贸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57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汽车零部件（普通机械）加工 

23. 企业名称：苏州韦德韦诺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48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变频调速器的生产和服务 

24. 企业名称：浙江农林大学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05R0M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市政行业设计，建筑行业设计、城市规划编制、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旅游规划设计

及环境污染预防工程专项设计 

25. 企业名称：浙江农林大学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170R0M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市政行业设计，建筑行业设计、城市规划编制、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旅游规划设计

及环境污染预防工程专项设计和相关管理活动 

 



26. 企业名称：浙江农林大学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195R0M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市政行业设计，建筑行业设计、城市规划编制、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旅游规划设计

及环境污染预防工程专项设计和相关管理活动 

27. 企业名称：芜湖浩达标牌印务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19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 

28. 企业名称：上海胜禧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48R0S-1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配电线路故障指示器、不对称电流源、DTU 站所终端、FTU 馈线终端、三相不平衡装置、配用电

终端设备的生产 

29. 企业名称：上海胜禧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06R0S-1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配电线路故障指示器、不对称电流源、DTU 站所终端、FTU 馈线终端、三相不平衡装置、配用电

终端设备的生产和相关管理活动 

30. 企业名称：上海胜禧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60R0S-1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配电线路故障指示器、不对称电流源、DTU 站所终端、FTU 馈线终端、三相不平衡装置、配用电

终端设备的生产和相关管理活动 

31. 企业名称：乐清市科海电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733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防爆电器、防爆灯具的生产（涉及法律法规行政许可要求的产品除外） 

32. 企业名称：湖北精之源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86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服务 

33. 企业名称：湖北精之源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69R0S       暂停日期：20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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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精之源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15R0S         暂停日期：20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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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企业名称：浙江特达阀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439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阀门的设计开发、生产和外销 

36. 企业名称：瑞泰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220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氧化锌避雷器、跌落式熔断器、复合绝缘子、高压隔离开关、高压真空断路器、防雷装置的设

计、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37. 企业名称：瑞泰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244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氧化锌避雷器、跌落式熔断器、复合绝缘子、高压隔离开关、高压真空断路器、防雷装置的设

计、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38. 企业名称：胜禧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含子证上海胜禧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60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配电线路故障指示器、不对称电流源、DTU 站所终端、FTU 馈线终端、三相不平衡装置、配用电

终端设备的生产及相关管理活动 

39. 企业名称：胜禧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含子证上海胜禧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06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配电线路故障指示器、不对称电流源、DTU 站所终端、FTU 馈线终端、三相不平衡装置、配用电

终端设备的生产及相关管理活动 

40. 企业名称：胜禧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含子证上海胜禧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48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配电线路故障指示器、不对称电流源、DTU 站所终端、FTU 馈线终端、三相不平衡装置、配用电

终端设备的生产 

41. 企业名称：襄阳诺华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33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软起动器、调速器、无功补偿装置、资质范围内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42. 企业名称：襄阳诺华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52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软起动器、调速器、无功补偿装置、资质范围内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设计、生产、销售和相

关管理活动 

 



43. 企业名称：襄阳诺华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396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软起动器、调速器、无功补偿装置、资质范围内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设计、生产、销售和相

关管理活动 

44. 企业名称：厦门深瑞继保自动化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80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配电自动化控制设备的生产和销售 

45. 企业名称：上海夏萤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25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照明和电力设备及辅助设施的销售和服务 

46. 企业名称：杭州名扬天纸业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513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纸制品（学生校簿、复印纸）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47. 企业名称：杭州名扬天纸业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1109R0S            暂停日期：2020/6/2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纸制品（学生校簿、复印纸）的生产和销售 

48. 企业名称：福建中能电气实业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41R0S           暂停日期：2020/6/3 

 证书范围：工程材料、建筑材料、工程设备、五金机电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和服务 

49. 企业名称：襄阳派尔尼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01R0S          暂停日期：2020/6/3 

 证书范围：模具、工装、检具及普通机械加工 

50. 企业名称：乐清市金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72R0S         暂停日期：2020/6/4 

 证书范围：钮子开关、五金冲压件、卡侬插座（XLR 连接器）的生产和销售 

51. 企业名称：襄阳市美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56R0S          暂停日期：2020/6/4 

 证书范围：工位器具、铁托架及发动机用铁包装制品的加工和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52. 企业名称：浙江国川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59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高压开关设备、高压元器件及电缆附件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涉及法律法规许可要求

的产品除外） 



 

 

53. 企业名称：浙江国川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47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高压开关设备、高压元器件及电缆附件的生产和销售（涉及法律法规许可要求的产品除外） 

54. 企业名称：浙江国川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05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高压开关设备、高压元器件及电缆附件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涉及法律法规许可要求

的产品除外） 

55. 企业名称：黄石市通广贸易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32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石灰岩矿石的销售 

56. 企业名称：黄石市通广贸易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7922-2011              注册号：28519F10009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石灰岩矿石的售后服务 

57. 企业名称：浙江合顿防爆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67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防爆电器、防爆灯具的生产、销售及相关管理活动 

58. 企业名称：浙江合顿防爆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13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防爆电器、防爆灯具的生产、销售及相关管理活动 

59. 企业名称：浙江合顿防爆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76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防爆电器、防爆灯具的生产和销售 

60. 企业名称：襄阳索立特机车车辆有限责任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77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机车车辆配件（制动缸、撒砂阀、橡胶减震垫、空气干燥器）的加工和销售（涉及法律法规许可

要求的产品除外） 

61. 企业名称：浙江冠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63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防爆灯具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62. 企业名称：浙江冠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09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防爆灯具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63. 企业名称：浙江冠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63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防爆灯具的生产和销售 

64. 企业名称：荆州市宏利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40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弹簧制品（刹车弹簧、防鼠弹簧 ）的生产和销售 

65. 企业名称：浙江一迪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96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防爆电器的生产和相关管理活动；防爆灯具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66. 企业名称：浙江一迪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51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防爆电器的生产和相关管理活动；防爆灯具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67. 企业名称：浙江一迪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56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防爆电器的生产；防爆灯具的销售 

68. 企业名称：襄阳振华创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18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通讯电子产品（手机）配件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69. 企业名称：襄阳振华创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93R0S          暂停日期：2020/6/5 

 证书范围：通讯电子产品（手机）配件的生产和销售 

70. 企业名称：乐清市陶氏五金塑料件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85R0S          暂停日期：2020/6/6 

 证书范围：汽车用五金件及塑料件的生产和销售 

71. 企业名称：兰溪市明亮玩具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43R0S          暂停日期：2020/6/8 

 证书范围：CCC 范围内玩具沙的生产 



72. 企业名称：苍南县南宋满照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37R0S          暂停日期：2020/6/8 

 证书范围：环境卫生保洁服务 

73. 企业名称：苍南县南宋满照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399R0S         暂停日期：2020/6/8 

 证书范围：环境卫生保洁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 

74. 企业名称：苍南县南宋满照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54R0S       暂停日期：2020/6/8 

 证书范围：环境卫生保洁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 

75. 企业名称：宜昌威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81R0S          暂停日期：2020/6/9 

 证书范围：通用零部件的加工和销售 

76. 企业名称：湖北天海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107R0S       暂停日期：2020/6/10 

 证书范围：成品油销售和服务；化工产品（汽车尾气处理液）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77. 企业名称：湖北天海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121R0S         暂停日期：2020/6/10 

 证书范围：成品油销售和服务；化工产品（汽车尾气处理液）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78. 企业名称：浙江昆季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91R0S          暂停日期：2020/6/10 

 证书范围：高压开关设备（箱式变电站、电缆分支箱）及变压器壳体的生产和销售 

79. 企业名称：湖北嘉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40R0S          暂停日期：2020/6/10 

 证书范围：仓储服务和物流服务（普通货运） 

80. 企业名称：广水市金湾精诚设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51R0S          暂停日期：2020/6/10 

 证书范围：压缩制冷设备（气缸）、空调设备及其配件的生产和销售 

81. 企业名称：嘉兴伊阁尔机械密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55R0S          暂停日期：2020/6/10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机械密封件的生产和销售 

 



82. 企业名称：湖北中盛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445R0M          暂停日期：2020/6/11 

 证书范围：40.5kv 及以下高压成套设备、低压成套设备（资质范围内）、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设备

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83. 企业名称：湖北中盛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232R0M         暂停日期：2020/6/11 

 证书范围：40.5kv 及以下高压成套设备、低压成套设备（资质范围内）、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设备

的设计、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84. 企业名称：湖北中盛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206R0M       暂停日期：2020/6/11 

 证书范围：40.5kv 及以下高压成套设备、低压成套设备（资质范围内）、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设备

的设计、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85. 企业名称：浙江汇鑫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1123R0M          暂停日期：2020/6/11 

 证书范围：齿轮减速器、摆线减速器、无级变速器、蜗轮减速器系列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 

86. 企业名称：十堰市众创工贸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29R0S         暂停日期：2020/6/11 

 证书范围：汽车铝件的机械加工和工位器具的加工及相关管理活动 

87. 企业名称：上海科格思过滤材料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44R0S          暂停日期：2020/6/12 

 证书范围：过滤材料（纤维类）的生产和销售 

88. 企业名称：十堰市林发工贸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65R0S          暂停日期：2020/6/12 

 证书范围：木制包装箱及木制家具（木托盘）和汽车垫木的加工、销售 

89. 企业名称：襄阳捷富迅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79R0S          暂停日期：2020/6/12 

 证书范围：火车司机座椅和火车机车休息床的生产 

90. 企业名称：瑞安市永乐塑料制品厂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53R0S          暂停日期：2020/6/12 

 证书范围：汽车用塑料件的生产和销售（涉及法律法规行政许可要求的产品除外） 



91. 企业名称：湖北亚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94R0S          暂停日期：2020/6/13 

 证书范围：通讯电子产品（手机）配件的生产和销售 

92. 企业名称：湖北亚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19R0S         暂停日期：2020/6/13 

 证书范围：通讯电子产品（手机）配件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93. 企业名称：上海凯诺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15R0S          暂停日期：2020/6/13 

 证书范围：窗帘及相关制品的销售 

94. 企业名称：浙江鑫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54R0S          暂停日期：2020/6/14 

 证书范围：逆止器、胀套、紧定套的生产和销售（涉及法律法规行政许可要求的产品除外） 

95. 企业名称：泾县兴林木业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62R0S          暂停日期：2020/6/15 

 证书范围：木制包装箱及木制托盘的加工 

96. 企业名称：泉州市一开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01R0S          暂停日期：2020/6/15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生产和销售 

97. 企业名称：苏州金创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38R0S          暂停日期：2020/6/15 

 证书范围：400g 及以下电子产品用注塑件的生产 

98. 企业名称：苏州金创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178R0S         暂停日期：2020/6/15 

 证书范围：400g 及以下电子产品用注塑件的生产和相关管理活动 

99. 企业名称：永康市锐腾电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75R0S         暂停日期：2020/6/16 

 证书范围：厨房电器的销售 

100. 企业名称：襄阳美奥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06R0S          暂停日期：2020/6/16 

 证书范围：防水材料（防水涂料、防水灰浆）、瓷砖胶、砂浆的生产和销售 



101. 企业名称：南通浩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61R0S          暂停日期：2020/6/18 

 证书范围：活动庆典策划 

102. 企业名称：荆州亚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98R0S          暂停日期：2020/6/19 

 证书范围：金属制品（汽车转向器外壳）的加工和销售；五金配件（冲压件）的销售 

103. 企业名称：友丰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39R0S          暂停日期：2020/6/19 

 证书范围：电力金具的生产和销售 

104. 企业名称：友丰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41R0S         暂停日期：2020/6/19 

 证书范围：电力金具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105. 企业名称：友丰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88R0S       暂停日期：2020/6/19 

 证书范围：电力金具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106. 企业名称：浙江昆季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72R0S       暂停日期：2020/6/19 

 证书范围：高压开关设备（箱式变电站、电缆分支箱）及变压器壳体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107. 企业名称：台州朗罗鞋业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41R0M          暂停日期：2020/6/19 

 证书范围：运动鞋、旅游鞋系列产品的开发与生产 

108. 企业名称：十堰东汉工贸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96R0S          暂停日期：2020/6/20 

 证书范围：金属表面热处理加工，普通机械加工；冶金炉料的销售 

109. 企业名称：无锡瑞威特紧固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70R0S          暂停日期：2020/6/20 

 证书范围：五金产品（紧固件）及配套工具（气动工具）的销售 

110. 企业名称：温州创想喷涂技术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70R0S          暂停日期：2020/6/22 

 证书范围：电力金具的生产和销售 



111. 企业名称：永嘉县星宇贸易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99R0S          暂停日期：2020/6/22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音视频、灯光及声学工程设备的销售和安装 

112. 企业名称：永嘉县星宇贸易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161R0S         暂停日期：2020/6/22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音视频、灯光及声学工程设备的销售、安装和相关管理活动 

113. 企业名称：永嘉县星宇贸易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140R0S       暂停日期：2020/6/22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音视频、灯光及声学工程设备的销售、安装和相关管理活动 

114. 企业名称：浙江瓯美尔智控阀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52R0S          暂停日期：2020/6/23 

 证书范围：阀门气动和液动装置的生产和销售 

115. 企业名称：福建融银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14R0S          暂停日期：2020/6/24 

 证书范围：档案综合管理服务及软件开发 

116. 企业名称：余姚市振诺机械部件厂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87R0S          暂停日期：2020/6/24 

 证书范围：金属五金件的生产（铝、钢、铁制品）和 300g 及以下塑料件的销售 

117. 企业名称：宁波江北华昕机械自动化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15R0S          暂停日期：2020/6/25 

 证书范围：非标机械自动化设备的设计和生产 

118. 企业名称：浙江科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95R0M          暂停日期：2020/6/26 

 证书范围：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招标代理 

119. 企业名称：浙江科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318R0M         暂停日期：2020/6/26 

 证书范围：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招标代理和相关管理活动 

120. 企业名称：浙江科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288R0M       暂停日期：2020/6/26 

 证书范围：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招标代理和相关管理活动 



121. 企业名称：十堰神润工贸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371R0S         暂停日期：2020/6/26 

 证书范围：铸钢吊耳、铸钢支架、U型底板、底盘冲压件、金属焊接件加工和相关管理活动 

122. 企业名称：亞洲氫能股份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81R0S          暂停日期：2020/6/26 

 证书范围：燃料电池测试设备的生产和销售 

123. 企业名称：余姚市诺诺机械部件厂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90R0S          暂停日期：2020/6/26 

 证书范围：金属五金件的生产（铝、钢、铁制品）和 300g 及以下塑料件的销售 

124. 企业名称：福州久源保安器材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05R0S          暂停日期：2020/6/26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钢质隔热防火门、钢质隔热防火窗以及防盗安全门、非隔热防火窗的生产（涉及法

律法规行政许可要求的产品除外） 

125. 企业名称：浙江天禾谷控股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152R0S          暂停日期：2020/6/28 

 证书范围：殡葬礼仪服务；殡葬用品的销售 

126. 企业名称：浙江天禾谷控股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082R0S         暂停日期：2020/6/28 

 证书范围：殡葬礼仪服务；殡葬用品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127. 企业名称：浙江天禾谷控股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071R0S       暂停日期：2020/6/28 

 证书范围：殡葬礼仪服务；殡葬用品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128. 企业名称：浙江中安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98R0S          暂停日期：2020/6/28 

 证书范围：电力金具和箱式变电站箱体的生产和销售 

129. 企业名称：厦门生益电子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751R0S          暂停日期：2020/6/28 

 证书范围：电子时钟、小型手持风扇、PCB 电路板、LED 造型灯（36V 以下）的生产 

130. 企业名称：浙江朝鸿机械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48R0M         暂停日期：2020/6/29 

 证书范围：园林机械配件、发电机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131. 企业名称：浙江朝鸿机械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ISO45001:2018    注册号：28519S10395R0M                        暂停日期：2020/6/29 

 证书范围：园林机械配件、发电机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132. 企业名称：大连瞭德海洋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17R0S          暂停日期：2020/6/29 

 证书范围：石油钻采设备及配件的维修维护服务，船舶配件的销售 

133. 企业名称：绍兴市国脉计算机信息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16R0S         暂停日期：2020/6/29 

 证书范围：计算机软、硬件产品及配套设备的销售及售后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应用软件开发、信息系统

集成和相关管理活动 

134. 企业名称：绍兴市国脉计算机信息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70R0S       暂停日期：2020/6/29 

 证书范围：计算机软、硬件产品及配套设备的销售及售后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应用软件开发、信息系统

集成和相关管理活动 

135. 企业名称：金华市瑞德传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29R0S          暂停日期：2020/6/29 

 证书范围：齿轮的加工 

136. 企业名称：福安市渤力电机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28R0S          暂停日期：2020/6/30 

 证书范围：单三相柴油发电机及发电机组的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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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