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第 07期暂停认证证书公告（体系） 

发布时间: 2020年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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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金秋铸造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1042R0S       暂停日期：2020/7/1 

  证书范围：井盖和下水管道配件的铸造 

2. 企业名称：湖北金秋铸造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87R0S      暂停日期：2020/7/1 

 证书范围：井盖和下水管道配件的铸造和相关管理活动 

3. 企业名称：湖北金秋铸造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428R0S    暂停日期：2020/7/1 

 证书范围：井盖和下水管道配件的铸造和相关管理活动 

4. 企业名称：沈阳锐焰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13R0S       暂停日期：2020/7/1 

 证书范围：燃气烧嘴和烧嘴控制器的生产及燃烧系统维护 

5. 企业名称：襄阳融侨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769R0S       暂停日期：2020/7/1 

 证书范围：小区物业管理服务 

6. 企业名称：金华市淘淘乐工贸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32R0S        暂停日期：2020/7/2 

 证书范围：CCC 范围内的静态塑胶玩具的生产 

7. 企业名称：浙江卡巴尔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19R0M       暂停日期：2020/7/2 

 证书范围：工业用遥控器、发射器、控制器和传感器的生产和销售 

8. 企业名称：武汉羿阳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840R0M       暂停日期：2020/7/2 

 证书范围：玻璃膜的生产 

 

 



9. 企业名称：武汉羿阳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20R0M       暂停日期：2020/7/2 

 证书范围：玻璃膜的生产和相关管理活动 

10. 企业名称：浙江际翔海运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02R0S       暂停日期：2020/7/2 

 证书范围：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成品油船运输 

11. 企业名称：浙江际翔海运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24R0S      暂停日期：2020/7/2 

 证书范围：国内沿海、长江中下游成品油船运输和相关管理活动 

12. 企业名称：浙江际翔海运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ISO45001:2018  注册号：28519S10375R0S                     暂停日期：2020/7/2 

 证书范围：国内沿海、长江中下游成品油船运输和相关管理活动 

13. 企业名称：瑞安市康达电器配件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38R0S        暂停日期：2020/7/4 

 证书范围：电器配件（铜套）的生产和销售 

14. 企业名称：武汉市南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    28519E10431R0M     暂停日期：2020/7/5 

 证书范围：空调压缩机配件（法兰、气缸、曲轴）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15. 企业名称：武汉市南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 28519S10380R0M      暂停日期：2020/7/5 

 证书范围：空调压缩机配件（法兰、气缸、曲轴）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16. 企业名称：永康市丰昊运动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20R0S      暂停日期：2020/7/6 

 证书范围：日用塑料制品的生产 

17. 企业名称：湖北润展桦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377R0S     暂停日期：20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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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企业名称：浙江云柱阀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72R0S      暂停日期：2020/7/6 

 证书范围：阀门配件的生产和销售 



19. 企业名称：襄阳美佳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234R0S     暂停日期：2020/7/7 

 证书范围：物业管理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 

20. 企业名称：襄阳美佳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258R0S     暂停日期：2020/7/7 

 证书范围：物业管理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 

21. 企业名称：湖北协腾金属实业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23R0S      暂停日期：2020/7/8 

 证书范围：模具钢、一般机械零部件、工业用计量器具的销售 

22. 企业名称：山西飞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GB/T50430-2017 注册号：28519Q10951R0M 暂停日期：2020/7/8 

 证书范围：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23. 企业名称：山西飞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46R0M     暂停日期：2020/7/8 

 证书范围：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和相关管理活动 

24. 企业名称：山西飞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ISO45001:2018                       注册号：28519S10394R0M    暂停日期：2020/7/8 

 证书范围：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和相关管理活动 

25. 企业名称：三维码（厦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71R0S      暂停日期：2020/7/8 

 证书范围：三维码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三维码标识标牌（金属制地名标志产品）的设计和销售 

26. 企业名称：湖北星睿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400R0S      暂停日期：2020/7/8 

 证书范围：齿轮箱的设计和生产 

27. 企业名称：上海松江沪松减震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55R0S      暂停日期：2020/7/8 

 证书范围：橡胶减震器、波纹补偿器、金属软管、管道伸缩接头的生产及销售 

 

 



28. 企业名称：上海松江沪松减震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141R0S       暂停日期：2020/7/8 

 证书范围：橡胶减震器、波纹补偿器、金属软管、管道伸缩接头销售及相关管理活动 

29. 企业名称：上海松江沪松减震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123R0S     暂停日期：2020/7/8 

 证书范围：橡胶减震器、波纹补偿器、金属软管、管道伸缩接头销售及相关管理活动 

30. 企业名称：厦门百士达机电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415R0S      暂停日期：2020/7/9 

 证书范围：电力控制设备金属构件的生产。 

31. 企业名称：浙江省仙居县阳光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31R0M        暂停日期：2020/7/9 

 证书范围：医药中间体（氟米松、醋酸甲羟孕酮、醋酸甲地孕酮、醋酸阿奈可他及其他）的生产和销售 

32. 企业名称：襄阳捷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22R0S        暂停日期：2020/7/10 

 证书范围：电子线束的生产 

33. 企业名称：建德市新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10R0S      暂停日期：2020/7/10 

 证书范围：物业管理 

34. 企业名称：建德市新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27R0S     暂停日期：2020/7/10 

 证书范围：物业管理和相关管理活动 

35. 企业名称：建德市新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78R0S     暂停日期：2020/7/10 

 证书范围：物业管理和相关管理活动 

36. 企业名称：厦门华夏茂晟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44R0S     暂停日期：2020/7/10 

 证书范围：自动贴标机、IC移盘机、一维码、二维码自动检测机的研发和生产 

37. 企业名称：浙江鸣一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56R0S      暂停日期：2020/7/11 

 证书范围：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的生产和销售（涉及法律法规行政许可要求的产品除外） 



38. 企业名称：湖北申宏饮食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24R0S        暂停日期：2020/7/11 

 证书范围：单位食堂（学校食堂）的餐饮服务 

39. 企业名称：湖北申宏饮食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81R0S       暂停日期：2020/7/11 

 证书范围：单位食堂（学校食堂）的餐饮服务和相关管理活动 

40. 企业名称：台州市汇业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33R0S      暂停日期：2020/7/12 

 证书范围：农用再生塑料颗粒的生产和相关管理活动 

41. 企业名称：贵州天瑞建设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GB/T50430-2017 注册号：28519Q10934R0M 暂停日期：2020/7/12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和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42. 企业名称：贵州天瑞建设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36R0M       暂停日期：2020/7/12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和相关管理活动 

43. 企业名称：贵州天瑞建设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84R0M     暂停日期：2020/7/12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和相关管理活动 

44. 企业名称：安徽汇民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793R0S         暂停日期：2020/7/13 

 证书范围：防爆箱、防爆灯具、防爆管件、防爆风机的生产 

45. 企业名称：安徽浦瑞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16R0S       暂停日期：2020/7/13 

 证书范围：防爆电器和照明灯具的销售 

46. 企业名称：温州弘球机械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411R0S       暂停日期：2020/7/14 

 证书范围：阀门球体的加工生产及阀门维修 

47. 企业名称：慈溪市复合密封垫片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481R0S         暂停日期：2020/7/15 

 证书范围：金属环垫、金属缠绕垫、金属齿形垫、石墨及非金属复合垫的生产（涉及许可证要求的产品按

许可证范围）  



48. 企业名称：东阳市帆迪尔纸制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07R0S         暂停日期：2020/7/15 

 证书范围：纸制品（纸制餐具、纸巾）的生产（仅限出口） 

49. 企业名称：无锡市启舜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65R0S      暂停日期：2020/7/17 

 证书范围：钎焊和热处理的加工 

50. 企业名称：金华市巨久金属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59R0S         暂停日期：2020/7/17 

 证书范围：铁质气雾罐的生产 

51. 企业名称：浙江中光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400R0S      暂停日期：2020/7/17 

 证书范围：浪涌保护器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刀开关、隔离开关、负荷开关、万能式断路器、塑

壳断路器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52. 企业名称：浙江中光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56R0S        暂停日期：2020/7/17 

 证书范围：浪涌保护器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刀开关、隔离开关、负荷开关、万能式断路器、塑

壳断路器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53. 企业名称：浙江中光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62R0S       暂停日期：2020/7/17 

 证书范围：浪涌保护器的生产和销售；刀开关、隔离开关、负荷开关、万能式断路器和塑壳断路器的销售 

54. 企业名称：福安市同博电机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413R0S       暂停日期：2020/7/18 

 证书范围：1.1kw 以上电动机、3KW-500KW 发电机的生产 

55. 企业名称：浙江楚丰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53R0S       暂停日期：2020/7/18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防爆电器（隔爆型、增安型）、防爆灯具的生产和外销 

56. 企业名称：鞍山宏源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76R0M       暂停日期：2020/7/19 

 证书范围：冶金工业废水处理工艺技术服务，预装式变电站（E-HOUSE 电气房）的设计及其外壳的制作；精

密钣金加工；金属结构件制作 

 

 



57. 企业名称：鞍山宏源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200R0M      暂停日期：2020/7/19 

 证书范围：冶金工业废水处理工艺技术服务，预装式变电站（E-HOUSE 电气房）的设计及其外壳的制作、精

密钣金加工、金属结构件制作和相关管理活动 

58. 企业名称：鞍山宏源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175R0M        暂停日期：2020/7/19 

 证书范围：冶金工业废水处理工艺技术服务，预装式变电站（E-HOUSE 电气房）的设计及其外壳的制作、精

密钣金加工、金属结构件制作和相关管理活动 

59. 企业名称：浙江中核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348R0S         暂停日期：2020/7/19 

 证书范围：蝶阀、球阀、控制阀和气动执行器的生产和销售（涉及法律法规行政许可要求的产品除外） 

60. 企业名称：浙江中核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183R0S      暂停日期：2020/7/19 

 证书范围：蝶阀、球阀、控制阀和气动执行器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涉及法律法规行政许可要求

的产品除外） 

61. 企业名称：浙江中核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8S10159R0S    暂停日期：2020/7/19 

 证书范围：蝶阀、球阀、控制阀和气动执行器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涉及法律法规行政许可要求

的产品除外） 

62. 企业名称：金华市美居家业用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43R0S         暂停日期：2020/7/19 

 证书范围：厨房、洗浴用清洁套装（不含化工类）的加工 

63. 企业名称：金华市美居家业用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42R0S        暂停日期：2020/7/19 

 证书范围：厨房、洗浴用清洁套装（不含化工类）的加工和相关管理活动 

64. 企业名称：金华市美居家业用品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45001-2020/ISO 45001：2018    注册号：28519S10389R0S     暂停日期：2020/7/19 

 证书范围：厨房、洗浴用清洁套装（不含化工类）的加工和相关管理活动 

65. 企业名称：浙江伯乐玩具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46R2S        暂停日期：2020/7/20 

 证书范围：室内外儿童游乐设施（室内外组合滑梯、室内淘气堡、蹦床、秋千、跷跷板、转椅、球架、乒

乓球桌、地垫）、户外健身器材、体能训练器、休闲椅的生产和销售 



66. 企业名称：厦门骏秉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33R0S        暂停日期：2020/7/20 

 证书范围：电气设备、高低压成套设备的销售和服务 

67. 企业名称：襄阳航勇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30R0S        暂停日期：2020/7/20 

 证书范围：钢制非标设备的加工（涉及法律法规行政许可要求的产品除外） 

68. 企业名称：十堰方文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78R0S        暂停日期：2020/7/20 

 证书范围：非标工装夹具的生产；机床设备（专用组合机床、机动辊道）的生产和维修 

69. 企业名称：江苏新仕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27R0S           暂停日期：2020/7/20 

 证书范围：滤袋（布类、除尘布袋）和不干胶标签的销售 

70. 企业名称：江苏新仕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35R0S          暂停日期：2020/7/20 

 证书范围：滤袋（布类、除尘布袋）、不干胶标签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71. 企业名称：江苏新仕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 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83R0S     暂停日期：2020/7/20 

 证书范围：滤袋（布类、除尘布袋）、不干胶标签的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72. 企业名称：杭州虎光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79R0S         暂停日期：2020/7/22 

 证书范围：防爆灯具、照明产品的研发、销售及技术服务 

73. 企业名称：襄阳亚舟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35R0S         暂停日期：2020/7/22 

 证书范围：工程机械（凿岩台车、锚杆台车、采矿台车）的设计和生产 

74. 企业名称：嘉兴市宏建塑业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1057R0S         暂停日期：2020/7/22 

 证书范围：吸塑包装制品的生产和销售（涉及法律法规行政许可要求的产品除外） 

75. 企业名称：青田超越阀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50R0S         暂停日期：2020/7/22 

 证书范围：蝶阀的生产和销售 



76. 企业名称：青田超越阀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45R0S         暂停日期：2020/7/22 

 证书范围：蝶阀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77. 企业名称：青田超越阀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393R0S       暂停日期：2020/7/22 

 证书范围：蝶阀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78. 企业名称：江苏二变变压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72R0M          暂停日期：2020/7/23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变压器的生产和销售 

79. 企业名称：江苏二变变压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注册号：28519S10426R0M       暂停日期：2020/7/23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变压器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80. 企业名称：江苏二变变压器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9E10484R0M         暂停日期：2020/7/23 

 证书范围：资质范围内变压器的生产、销售和相关管理活动 

81. 企业名称：湖北百膳优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42R0S          暂停日期：2020/7/26 

 证书范围：魔芋精粉、冲调类方便食品（即食谷物粉、魔芋米、魔芋快餐粉）、风味固体饮料（红糖姜茶、

红糖玫瑰、红糖原味）的生产 

82. 企业名称：浙江西普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55R0S          暂停日期：2020/7/27 

 证书范围：出口用按钮开关、信号灯的生产和销售 

83. 企业名称：湖北中旺达包装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41R0S          暂停日期：2020/7/29 

 证书范围：纸制品（纸管）、木制品包装箱的生产 

84. 企业名称：浙江鸿伟电气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0971R0S          暂停日期：2020/7/29 

 证书范围：接线端子的生产和销售 

85. 企业名称：谷城大成机械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8Q10262R0S          暂停日期：2020/7/30 

 证书范围：汽车零部件（管梁）和工程机械零部件（弯管）的制造 



86. 企业名称：浙江恒齿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认证标准：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注册号：28518E10293R0M         暂停日期：2020/7/30 

 证书范围：齿轮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机、螺旋锥齿轮减速机、行星齿轮减速机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

和相关管理活动 

87. 企业名称：台州市路桥金高机电厂 

 认证标准：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注册号：28519Q11014R0S          暂停日期：2020/7/31 

 证书范围：汽油发动机连杆及电机支架的生产和销售（涉及法律法规行政许可要求的产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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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