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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协服 〔2018〕64 号 

 

 

关于召开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三届三次常务理事

会的通知 

 

各常务理事： 

根据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章程规定，定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在

北京召开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三届三次常务理事会。现就相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一）2018年4月26日 15:00开始报到。 

（二）2018年4月27日 9:00-16:30全天会议。 

4月27日当天报到的代表请于8:45前到达会场签到，并提前

10分钟进入会场，会议期间请勿提前离场。 

二、会议地点 

北苑大酒店（北京市朝阳区双营路甲6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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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电话：010- 84932266 

三、会议主要内容 

（一）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

指导意见》；  

（二）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

面质量管理的意见》； 

（三）部署2018年协会工作； 

（四）审议相关提案。 

四、参加会议人员 

（一）国家认监委领导； 

（二）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三）各常务理事。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大会不收取会议费，食宿由大会统一安排，交通、

食宿费自理。 

（二）请参会代表填写参会回执，于2018年4月12日前将电子

版报名回执发送至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会员服务部邮箱

hyb@ccaa.org.cn（电子版参会回执请到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网站-会

员服务-下载专区下载）。    

http://www.ccaa.org.cn/hyxx/xzzq/index.shtml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北苑大酒店： 

总  机：010- 8493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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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会务联系人：曾召锋，张承铭； 

电  话：010-65993998，010-65994532； 

会员服务部：王宝庆，那丽，傅瑞云； 

电  话：010-65994457，010-65994498，010-65994255； 

邮  箱：hyb@ccaa.org.cn 

     

附件：1. 参会人员名单  

2. 北苑大酒店交通路线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2018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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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参会人员名单 

 

序号 会员编号 单位（姓名） 会员类别 

1  朱光沛 
会长 

个人常务理事 

2  生飞 

常务副会长 
秘书长 

个人常务理事 

3  李新实 副会长 

4  赵 波 副会长 

5  张闽生 副会长 

6  魏昊 副会长 

7  陆梅 副会长 

8  冀晓东 副会长 

9  宋桂兰 副会长 

10  王靖 副会长 

11  马坚 副会长 

12  陈德美 副会长 

13   陈建克 副会长 

14   喻子达 副会长 

15   赵宗勃 个人常务理事 

16   徐德峰 副秘书长 

17  董德山 副秘书长 



 

 — 5 —

序号 会员编号 单位（姓名） 会员类别 

18 A04001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常务理事 

19 A00002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常务理事 

20 A01003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常务理事 

21 A04004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常务理事 

22 A01005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常务理事 

23 A04006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常务理事 

24 A01007 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 常务理事 

25 A04008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常务理事 

26 A05009 海尔集团公司 常务理事 

27 A01010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常务理事 

28 A01011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29 A0501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30 A01013 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 常务理事 

31 A04014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常务理事 

32 A01015 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 常务理事 

33 A01017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常务理事 

34 A01020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35 A05021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36 A01022 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 常务理事 

37 A01025 华信技术检验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38 A01029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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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员编号 单位（姓名） 会员类别 

39 A01030 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 常务理事 

40 A01031 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41 A01034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42 A01037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常务理事 

43 A01039 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44 A01041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45 A01042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46 A02043 上海质量教育培训中心 常务理事 

47 A01044 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48 A01045 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 常务理事 

49 A01046 东北认证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50 A01048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51 A01049 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理事 

52 A01050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53 A01051 北京中油健康安全环境认证中心 常务理事 

54 A03054 北京东方易初标准技术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55 A01055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56 A03056 北京经纬方正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理事 

57 A01059 浙江公信认证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58 A06060 上海市认证协会 常务理事 

59 A03061 北京中企联企业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 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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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员编号 单位（姓名） 会员类别 

司 

60 A01062 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61 A04385 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 常务理事 

62 A04405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检验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63 A05511 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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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北苑大酒店交通路线 

 

酒店位于北五环外北苑家园南侧（原北苑宾馆东侧100 米位

置）。北苑路、北苑东路、五环路、安立路是到达北苑大酒店的主

要干路。酒店附近有多达20条线路的公交汽车，地铁13号线“北

苑站”和地铁5 号线“北苑路北站”、“立水桥南站”距宾馆约

10分钟步行路程（酒店总机：0-84932266） 

具体行车路线： 

1.驾车从西北五环走，自仰山桥出口出，上安立路向天通苑方

向直行，第三个红绿灯向东行驶上双营路，直行过第二个红绿灯200 

米，路南即到。 

2.驾车从东北五环走，自北苑路出口出，沿北苑路向北行驶，

直行第四个红绿灯向东行驶上双营路，过第一个红绿灯200 米，路

南即到。 

3.沿北苑路直行，出五环，于第四个红绿灯初向东行驶，过第

一个红绿灯200 米，路南即到。 

首都机场至酒店公路线： 

1.机场快轨—地铁10号线-地铁5号线至“北苑路北站”B2 口

出来，乘公交车至“大羊坊东站”向东步行200 米，路南即是。可

以换乘的公交车有：484 路、596 路、653 路、695 路、特11 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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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场大巴望京线至“广顺桥南站”下车，换乘运通117 路

公交车至“大羊坊”站，沿双营路向东步行800 米，路南即是。 

 

 
 
 
 
 
 
 
 
 
 
 
 
 
 
 
 
 
 
 
 
 
 
 
 
 

            

抄送：国家认监委办公室；认可监管部；存档(2)。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2018-04-02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