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认协服 〔2018〕110 号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关于对申请理事候选名单
进行函审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现有 16 家会员单位和个人申请成为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理事
（简介详见附件）
。根据《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章程》和《中国认证
认可协会会员管理办法》
，请各会员单位予以函审。
函审意见请以电子邮件形式回复，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前发
会员服务部邮箱：hyb@ccaa.org.cn ，不同意的请注明理由，不回复
视为同意。
联系人：王宝庆 傅瑞云
电 话：010-65994457 010-65994255
邮 箱：hyb@cca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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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候选理事简介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2018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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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候选理事简介
姓名

董德山

申请级别

个人理事

董德山，男，汉族，中共党员，籍贯：甘肃天祝，1966 年 4 月出生，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工程机
械专业毕业，大学本科学历 1986 年 7 月参加工作。
主要经历：
1986 年 07 月-1989 年 8 月 兰州建筑机械厂助理 工程师
1989 年 09 月-2001 年 10 月 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干部
2001 年 11 月-2003 年 04 月 深圳质量认证中心 高级审核员
2003 年 05 月-2004 年 04 月 深圳市质量协会 副秘书长
2004 年 05 月-2006 年 10 月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部长
2006 年 11 月-2018 年 2 月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自律监管部主任
2018 年 2 月-至今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副秘书长
表决
单位名称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中泰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申请级别
理事
中泰联合认证有限公司（简称 ZTC)，(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1WAG37X),公司致力于
从事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危害分析与
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服务等认证活动，是具有独立法人的第三方认证机构。ZTC 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国家认证认可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各项制
度，确保公司运行管理的专业性、独立性和公正性。公司设置了各成员构建维护机构运行公正
性体系框架，将严格遵守国家认证认可条例、认证认可方针政策和行业规范，接受社会和主管
单位的监督，执行公司设置的各项规章制度，积极运用规范化管理，稳定发展，持续改进，证
实自身能力，了解、配合最新的行业动态和自律要求，为认证市场的规范化发展积极努力，同
时积极创新发展，努力为质量强国贡献力量。
表决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单位名称
深圳汇鑫达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申请级别
理事
深圳汇鑫达国际认证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管理体系认证机构，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D9RON9Y）主要从事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管理体系的认证及相关服
务活动。本公司坚持信誉第一，公正至上的宗旨，以国家法规和国际/国家标准为依据，严格执行认
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规定的程序，以科学严谨的作风，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优质和高效的认证
审核服务。本认证机构拥有一支由多年从事管理体系认证与审核工作的专家、国家注册的管理体系高
级审核员、审核员组成的专业化认证队伍，可确保为前来申请认证的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认证服
务。为各类组织提升管理水平，增强竞争力提供有效的增值服务。
表决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单位名称
黑龙江斯坦得认证有限公司
申请级别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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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斯坦得认证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230103MA198A0R9A）。公司主要从事有机
产品认证和培训服务。机构目标以优质高效的工作作风及整体一致的工作水平，赢得申请人的
信任；追踪国际标准发展，机构承诺严格遵照 GB/T 19630.1-2011 以及相关认可准则规范运作；
接受并充分理解客户的需求，不带任何歧视和偏见；忠实于审核目的，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
认证中的每一项工作；以严谨的作风，专业的水准，提供符合国际规范的专业服务；恪守保密
纪律，保证客户的利益和秘密不受侵犯；审核人员视职业道德为己任，并接受监督；保证认证
活动的保密性、客观性或公正性，并且不提供：1）认证对象所提供的服务；2）为获得或保持
认证的咨询服务；3）设计、实施或保持管理体系的服务。机构特点=拥有高素质、高学历、管
理工作经验丰富的审核员队伍；新标准新领域的审核技术领先。
表决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单位名称
浙江全品认证有限公司
申请级别
理事
浙江全品认证有限公司，英文名称：Zhejiang Quanpin Certification CO., LTD.，（社会统
一信用代码：91330108352454647F），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管理体系认可机构（注
册号：CNAS C197-M），中国认证认可协会（CCAA）权益维护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浙江省质量
合格评定协会认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从事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含建工体系
GB/T50430），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第三方认证
机构。全品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专业认证服务，降低客户的经营风险，提升获证客户在社会公众
中的普遍认同感、信任度和满意程度，进而促进政府、消费者和社会采信认证结果。全球品质，
全品认证，努力打造国际一流公正、规范、品质、高效的第三方认证机构。
表决
单位名称
申请级别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北京中油东方诚信认证咨询有限公司
理事

北京中油东方诚信认证咨询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10111740431199W）。公司主
要致力于：管理体系咨询（QMS 质量管理体系、EMS 环境管理体系、OHS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HSE 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测量管理体系）；安全生产标准化、HAZOP 分析、
事故应急预案编制、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指导、HSE 体系审核评估定级；领导干部 HSE 履职能力
评估等。公司立足于石油石化行业，已先后为上千家石油石化企业提供了专业、优质的咨询和
培训服务，赢得了客户的广泛好评与认可。东方诚信坚持的“科学、诚信、求实、创新”企业
精神，以先进的专业技术、一流的专家团队、科学的服务流程、完善的内部管理、严谨的工作
作风、热诚的合作精神，为企业提供最优最好的全方位服务。
表决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单位名称
中电赛普检验认证（北京）有限公司
申请级别
理事
中电赛普检验认证（北京）有限公司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10108330301834B）。公司
目前主要从事新能源发电并网服务认证、风机和光伏产品认证等 20 项电力行业产品/服务认证，
覆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光伏发电、信息通信、继电保护和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等多个专业方
向。中电赛普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全力打造中国电力行业检验检测认证品牌，占领电
力检测、产品认证、服务认证的制高点，目标成为电力行业中认证规则、认证技术规范的制定
者和引领者；自觉接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和协会的监督，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增值服务，
加强与国际知名检测机构合作和互认，努力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第三方检验认证机构。
表决
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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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不同意
□弃权
深圳中标国际检测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级别
理事
深圳中标国际认证有限公司具有独立第三方公正地位专业认证服务机构。中标国际公司将根据
客户需求，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和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提高中标国际品牌公信力，凭借丰
富的国际质量服务经验、雄厚的技术实力、完善的服务网络，为全球客户提供公正、快捷、可
靠、一致的本地化认证服务。中标国际奉行“守法、规范、公正、专业、增效”的宗旨，践行
“传递信任、服务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在规避风险的前提下进一步拓展了市场，成为一
个管理规范、基础扎实、发展稳健的认证机构，并信守对顾客的保证和承诺，维护顾客的合法
权益，竭诚为顾客提供优质满意的服务、让所有的合作伙伴都能获得相应认证红利。 全体中标
国际认证人员筚路蓝缕，众志成城，将筑成明日中标国际之路。我们的中标国际人，正像喷薄
而出的朝阳一样，在认证之路上冉冉升起！向着无垠的天空，愿我们与您共同携手创造更加灿
烂辉煌的认证未来。
表决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单位名称
广东中誉认证有限公司
申请级别
理事
广东中誉认证有限公司（简称“CRC”），是经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第三方认证服务实体。机构位于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研路 2 号，毗邻广东软件园。证
业务范围：管理体系。认证领域为：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CRC 设置以下部门：综合部、市场部、技术部、审核部、客服部。建立有高速运行的内部局域
网，使用统一的管理信息系统，以实现认证申请受理、审核计划编排、审核人力资源管理、信
息传递、证书制作和发放、认证企业年监、复评等信息的电子化管理。CRC 将建立一支专业、
严谨、开拓的技术团队，严格遵守认证行业相关法规要求，奉行“客观、公正、独立、权威”
的宗旨，践行“传递信任、服务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以“规范、诚信、创新”的经营理念，
不断拓展业务领域，持续提升品牌信誉，助力客户价值提升，为客户提供快捷、满意的认证服
务
表决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单位名称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申请级别
理事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1000060727776X1），主要业务主
要业务涉及华东北地区的生产、经营企业的质量、体系评估、审核、认证；进出口商品检验、
测试、认证、鉴定及相关技术服务，及其他有关技术咨询服务和与检测、认证、审核相关培训
服务。公司与中央和各级政府机构及行业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主导并参与多项国标及
行业标准的制定，承担多项工商、质监、食药监等部门的政府市场抽查和风险监测等工作，为
各地质监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并与这些部门开展深度合作，以达到优势
互补、共同发展的目的。
表决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单位名称
标联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申请级别
理事
标联国际认证有限公司是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会员单位，国家商标局备案机构。是专门从事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体系认
证、产品认证、知识产权服务的专业认证技术服务机构。公司致力于认证技术服务工作增值服
务和研发实施。为客户提供物有所值的认证服务。
表决
单位名称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中检优邦（北京）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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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级别
理事
中检优邦（北京）检验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检优邦）（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110105MA004RG04R），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公司批准的认证业务范围
为：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中检优邦始终秉承致力于通过第
三方认证帮助服务客户有效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促成各界交流与合作，促进市场诚信体系
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司目前内设有运营部、技术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综合部等几大主
体部门，师资、技术力量整合到位。公司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多项认证工作：以科学的、管理
的、公正的审核赢得了获证组织的信任。通过有效的审核工作，切实提高了获证组织管理体系
的有效性，真正将标准转化为保证产品质量、规避经营风险、提高经营绩效的有效手段。
表决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单位名称
南通泽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级别
理事
南通泽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公司现为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会员单位（会员号 C03453）是专业
提供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认证，
TS16949 认证，HACCP 认证，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13485 医疗器械认证，SA8000
认证，ISO27001 认证，ISO20000 认证，CE 认证，美国石油学会 API 认证，国家特种设备 TSG
认证，法国 BV 船级社认证，美国 ABS 船级社认证，中国 CCS 船级社认证，生产许可证，特种设
备许可证，CCC 等产品安全认证咨询服务于一体的咨询机构，本公司高层由知名度较高的企业
家、专家、学者及国外人士等共同组成。公司拥有多名具注册审核员资格的资深顾问师，他们
都具有丰富咨询经验，精通各种标准，并且在特定领域有所建树。泽林公司有着良好的口碑，
许多知名以及跨国公司在泽林的辅导下一次性成功通过了认证。
表决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单位名称

全球绿色联盟(北京)食品安全认证中心

申请级别

理事

全球绿色联盟(北京)食品安全认证中心由全球营养联盟专家团队组建是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的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目前批准业务范围：食品类产品认证。业务方向：健康
食品认证、绿盟食品质量认证、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及良好农业规范认证等认证业务；健康食品
认证人员、食品安全管理等相关培训；健康食品课题研究；健康食品论坛及会议等业务活动。
全球绿色联盟（北京）食品安全认证中心有时简称“绿盟食品认证”
。本中心遵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生产销售的
预包装食品进行创新的健康食品认证，中心将奉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准则开展认证工作，
认证具有行业的创新性和权威性。本中心对通过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和认证产品统一使用“GGU
认证标志”
，充分体现了传递信任的证明力度，
“GGU 认证标志”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
会备案批准后正式实施，具有法律效力。对通过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可以在包装、标
签、广告、宣传、说明书等使用“GGU 认证标志”
，证明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通过 GGU 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本中心依托全球营养联盟吸引了国内外食品界的精英人才，拥有一批国内
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和各类高级审核员、检查员及技术专家，技术力量雄厚。
表决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单位名称

广州咏众企业管理咨询公司

申请级别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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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咏众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立足咨询行业，历经十载，与客户风雨同路，共享阳光，以先进的
理论武装头脑，以专业的知识服务企业，协助企业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为企业注入生产动
力，激发企业经营活力。未来，
“咏众”恪守使命，知足知不足，开新局，闯新路，争引领行业
新时代！我们的宗旨服务贴心、辅导用心、培训精心我们的文化咏馨师德 ，众悦诚服我们的产
品专业咨询 迅速认证名师培训 实用高效我们拥有一支理论与实践双优的师资队伍，为客户提
供完善的培训体系规划、解决企业人力梯队建设问题、协助企业挖掘管理人才等培训课程。解
读政策精准帮扶我们支持政府社会服务，及时把握政策动态，协助企业解读政策，精准帮扶企
业获得政府专项支持。
表决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单位名称

广东中之鉴认证有限公司

申请级别

理事

广东中之鉴认证有限公司（中文简称：中之鉴认证，英文简称：ZCC）
，创立于 2017 年。认证
资质经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秉承历史积淀（前身为成立于二〇〇二年的
广东中鉴认证广认分公司）和资源优势，致力于创建国内有影响的认证服务机构。广东中之鉴
认证/ZCC 目前主要从事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含GB/T50430:2007 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
规范)、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OHSM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业务活动，并计划
近期扩展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有机产品、GAP 良好
农业规范、HSE 认证、服务认证、反贿赂管理体系、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系、企业诚信管理体
系、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培训管理体系、资产管理体系、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等各类认证业
务。
表决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抄送：存档（2）
。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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