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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协办监 〔2017〕74 号 

 

关于开展 2017 年度良好认证案例现场评议

交流活动的通知 

 

各相关认证机构： 

    按照 2017 年度良好认证审核案例评议交流活动的总体

安排，协会已完成案例收集和初评工作。共计接收推荐案例

材料 369 份，经协会组织专家对案例材料进行初审，确定参

加现场交流案例 135 个，其中管理体系认证审核案例 121

个，产品认证审核案例 14 个。现决定开展 2017 年度良好认

证案例现场评议交流活动，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7 年度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现场评议交流活动时间确

定为2017年6月9日8:30- 17:00。评议专家参与时间为2017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9 日。 

具体安排如下： 

（一）案例汇报人员及观摩学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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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 14:00-18:00 报到，6 月 9 日按现场分组情况进

行现场评议交流活动；若不住宿，请 6 月 9 日 8:00 前到达会

场报到。 

（二）评议专家 

评议专家需 6 月 7 日 14:00 前报到，14:30 召开评议交

流专家会议；6 月 8 日全天，评议交流专家进行材料评价，6

月 9 日按分组进行案例现场评议交流。 

二、参加人员 

参加 2017 年度良好认证审核案例评议交流活动的良好

认证审核案例名单见附件一，完成案例的认证人员至少 1 人

参加活动并在现场介绍案例。协会鼓励认证机构自愿到现场

观摩学习交流，参加人员由各机构自行确定，并将参会回执

报协会自律监管部。 

三、有关事项 

（一）汇报人员以及观摩人员食宿费自理； 

(二)评议专家食宿餐费用由协会承担； 

（三）评议交流的简要日程安排见附件二，请参加会议

的人员掌握时间，准时参加各项活动； 

（四）参加评议交流活动案例在介绍过程中必须使用被

认证企业真实姓名、认证人员真实名称，并提供相关证据，

在案例需要公开时由协会统一进行处理，评议交流过程中不

隐去相关信息，保证案例真实性； 

（五）按照协会发布的《认证人员继续教育管理方案》

的规定，将对参与良好认证案例评议交流活动的人员减免继

续教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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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加人员必须全程参加评议交流活动，在总结会

议后可以离场。无故提前离场的，取消本单位案例推荐良好

认证审核案例的资格，请各参加单位指定领队一人，管理本

单位参加评议交流活动的人员； 

（七）如果发票需要酒店开专票的，请参会时携带专票

信息。 

四、地点及联系方式 

本次评议交流活动在北京运河苑温泉度假村举行。驾车

路线图和公交路线见附件三。 

参加人员请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前将回执（附件四）反

馈至协会自律监管部。 

联系人：王茜   010-65994253   

袁长忠 010-65994381 

电子邮件：ccaa17024@126.com 

    

附件：1. 2017 年度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现场评议交流活

动案例名单 

2.评议交流活动日程表 

3. 运河苑温泉度假村自驾车和路线图 

4.回执表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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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度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现场评议交流活动案例

名单 

 
 机构名称 案例名称 

1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文胜肥业有限责任公司 

2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高明顺成陶瓷有限公司 

3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芜湖凯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 

6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新天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松下•万宝(广州)压缩机有限公司 

8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韩华新能源（启东）有限公司 

9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常德力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0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耐克森（阳谷）新日辉电缆有限公司 

11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大亚铝业有限公司 

12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国强分公司 

13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XX电梯有限公司 

14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杰瑞深软科技有限公司 

15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盛达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6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欣雅纸业有限公司 

17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西安汉斯集团有限公司 

18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翔基盛业不锈钢制品实业有限公司 

19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20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冀州市冀能能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21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淄博祥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2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扬州施恩格电气有限公司 

23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辽宁博际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24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大连港机械有限公司 

25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江苏沃得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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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重庆卓美华视新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27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浙江银河食品有限公司 

28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连云港神仙紫菜有限公司/ 

连云港白羽神仙海苔有限公司 

29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四川省宜宾环球集团有限公司 

30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成都新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1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常州零点木业有限公司等 

32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青岛啤酒济南有限公司 

33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34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杭州凯特电器有限公司 

35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江苏莲馨园食品有限公司 

36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连云港永盛工艺品有限公司 

37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广州可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8 北京埃尔维质量认证中心 云南交通技师学院 

39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招商局重工（江苏）有限公司 

40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中油管道物资装备有限公司 

42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 

43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 

44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锋电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45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宁夏大地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6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7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重齿风力发电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5.0MW风力发电机组 

齿轮箱 FLR5000H) 

48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沧州特固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TLD-A30型风机免爬器的 

设计开发和生产 

49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台达电子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2MW全功率变流器 

50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江苏中车电机有限公司/风力发电机 

51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风力发电机组主齿轮箱 

52 北京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兴蓉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53 北京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太重XX有限公司 

54 北京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京开高速公路管理分公司 

55 北京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阿克苏恒通果汁有限公司 

56 北京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茂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57 北京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红塔塑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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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北京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XXX烟草公司审核案例 

59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浙江嘉兴嘉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60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华晨卡伊卡诺巴士制造技术（大连）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61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浙江满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62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河北巧厨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63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优华系统集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64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无锡新纺欧迪诺电梯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65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科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EnMS审核案例 

66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安徽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67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成都九洲迪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8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德州恒力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69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苏州市江海通信发展实业有限公司 

70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川南机械厂 

71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山推抚起机械有限公司 

72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上海潜水装备厂 

73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无锡银邦防务科技有限公司 

74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铱格斯曼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5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岳阳金秋红日工业有限公司 

76 上海恩可埃认证有限公司 浙江XX电气有限公司 

77 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 天津瑞能电气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78 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能源管理体系审核案例 

79 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 江门市常盛印刷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80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三积瑞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81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中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2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南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83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信丰可立克科技有限公司 

84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5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十一建筑有限公司 

87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住总市政道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8 北京中设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中航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89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福建日清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90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设备能量平衡原理在审核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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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石化江苏油田分公司井下作业处良好认证案例 

92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鲁峰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良好认证案例 

93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精密光学（大连）有限公司良好认证案例 

94 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数据中心 

95 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数据中心 

96 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洛阳高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97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饮食有限责任公司 

98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行盛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99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00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01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市兰宇玻璃有限公司 

102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103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东莞市永益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4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分公司 

105 青岛中化阳光管理体系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采油厂良好审核案例 

106 广东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专项施工方案管理的审核案例 

107 广东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航天新星表面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08 广东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庆大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9 江苏九州认证有限公司 苏州东吴水泥有限公司 

110 上海质量认证审核中心 成都四方伟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11 北京天一正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沈阳沈泵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112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锦西天然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13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湖北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14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辽河油田分公司油气集输公司 

115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石化河南油田分公司新疆采油厂 

116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海油油宁波舟山石化有限公司 

117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 

118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胜利油田分公司 

119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华南化工销售分公司 

120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胜利油田分公司孤岛采油厂 

121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唐山冀东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22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123 中汽认证中心 浙江顶立添翼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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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中国石化集团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25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新疆金正玻璃钢有限公司 

126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华利玻璃棉（上海）有限公司 

127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128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129 天津华诚认证中心 上海交运起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30 天津华诚认证中心 华晨汽车投资（大连）有限公司 

131 上海恩可埃认证有限公司 宁波XXX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132 上海色瑞斯认证有限公司 炳翰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133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威士伯涂料（广东）有限公司 

134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5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天津***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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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 年度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现场评议交流活动日程表 

 
2017 年 6 月 7 日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地点 

14:00 之前 评议交流专家报到  会议中心一层第一会议室 

14:30-15:30 评议交流专家会议  会议中心一层第一会议室 

15:30-18:00 
同行评议交流专家分组审阅

案例材料 
各组组长 会议中心一层第一会议室 

2017 年 6 月 8 日 

8:30-18:00 
同行评议交流专家分组审阅

案例材料 
各组组长 会议中心一层第一会议室 

14:00-18:00 其它参加会议人员报到  会议中心一层第一会议室 

18:00-19:00 晚餐  会议中心一层第一会议室 

2017 年 6 月 9 日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地点 

8：30-11：45 分组进行同行评议交流 各组组长  

11：45-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6：30 分组进行同行评议交流 各组组长  

16：30-17：00 全体会议 徐德锋 会议中心一层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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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运河苑温泉度假村自驾车和路线图 

 

酒店名称：北京运河苑温泉度假村 

地    址：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潮白河畔 

乘车路线及地图： 

一、北京国际机场—运河苑温泉度假村（距离约  31 公里） 

交通方案A：机场打出租车到运河苑温泉度假村约100元 

交通方案 B：机场大巴燕郊线到燕郊东贸国际（终点），

打车 10 元到运河苑温泉度假村 

二、北京南站—运河苑温泉度假村 

交通方案 A：北京南站 4 号到线地铁平安里换成 6 号线

地铁草房站下车，换乘 813 路公交车到通州白庙村下车往东

步行 200 米即到运河苑温泉度假村！ 

交通方案 B：北京南站 4 号线地铁到西单站倒车 1 号线

地铁大望路站，从大望路坐 930 路、815 路、816 路到兴达

广场小区或者燕潮酩酒厂（这两个站名是一个站，也就是燕

郊第一站），打车 10 元到运河苑温泉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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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西站—运河苑温泉度假村 

交通方案 A：地铁 9 号线上车到军事博物馆站，倒车 1

号线到大望路站，从大望路到 930 路、815 路、816 路到兴

达广场小区或者燕潮酩酒厂（这两个站名是一个站，也就是

燕郊第一站），打车 10 元到运河苑温泉度假村！ 

交通方案 B：地铁 9 号线北京西站上车到白石桥南站换

乘 6 号线草房下车，换乘 813 路公交车到通州白庙新村下车

往东步行 200 米到运河苑温泉度假村！ 

四、北京站—运河苑温泉渡假村 

交通方案 A：坐公交 1 路或者 4 路郎家园站下倒车坐公

交 813、 818 到通州白庙村站下车往东步行 200 米即到运河

苑温泉度假村！ 

交通方案 B：坐地铁 6 号线到草房站拼车 10 元到运河苑

温泉度假村！ 

运河苑温泉度假村路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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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17 年度良好认证案例评议交流活动回执表 

 

机构名称  

领队姓名  电    话  

姓    名 手    机 观摩/汇报（汇报人员请填写汇报案例名称） 合住/单住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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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存档（2）。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2017年5月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