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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达标企业可领证信息 

（市局公告：标准化 2016－1号） 

序号 企业名称 复评机构 证 号 

1 广州翠岛水电度假村有限责任公司 安广 粤AQBQTⅢ201600024 

2 广东省机电建筑设计研究院 安广 粤AQBQTⅢ201600025 

3 广州市润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安广 粤AQBQTⅢ201600026 

4 广州市驷雄五金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JXⅢ201600036 

5 广州精益运输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JXⅢ201600037 

6 广州德家日用品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145 

7 广州宏羽电缆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211 

8 国药集团广东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安益 粤AQBQTⅢ201600036 

9 广州潇湘粤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安益 粤AQBQTⅢ201600076 

10 广州呈和科技有限公司 安准 粤AQBQTⅢ201600007 

11 广州高科制衣设备有限公司 安准 粤AQBJXⅢ201600031 

12 广州市亮点互联网上网服务有限公司 安准 粤AQBQTⅢ201600083 

13 广州市白云区恒龙皮具制品厂 安准 粤AQBQTⅢ201600205 

14 广州市源美皮具有限公司 安准 粤AQBQTⅢ201600206 

15 广州同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准 粤AQBQTⅢ201600222 

16 广州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安准 粤AQBSMⅢ201600006 

17 广州市石井槎龙压铸厂 安卓 粤AQBJXⅢ201600014 

18 广州也买表钟表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JXⅢ201600021 

19 广州市中人电气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JXⅢ201600022 

20 广州柏强电子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JXⅢ201600028 

21 广州市白云区凯韵电子设备厂 安卓 粤AQBJXⅢ201600029 

22 广州市通尔奥金属建材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JXⅢ201600043 

23 广东康得药业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47 

24 广州市白云区鑫丰商务酒店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50 

25 广州市白云区建孚网吧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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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广州市哲迪服饰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53 

27 广州市永友机动车配件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54 

28 广州市新月桑拿休闲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55 

29 广州市盈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56 

30 广州金达食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57 

31 广东一统酒文化创意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58 

32 广州市白云区松洲万荃百货店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59 

33 广州市白云区碧海湾休闲中心(普通合伙)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60 

34 广州市白云区恒达旅馆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62 

35 广州市白云区中铧酒店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63 

36 广州市白云区兴泰宾馆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64 

37 广州市新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65 

38 广州市白云区聚水湾桑拿休闲馆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66 

39 广州市松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67 

40 广州市白云区惠心门诊部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68 

41 广州鑫铂颜料科技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78 

42 广州市尚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79 

43 广州亿家酒店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80 

44 广州凤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85 

45 广州瓷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86 

46 广州市田丰商业广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87 

47 广州市水中花沐足棋艺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93 

48 广州市白云区星期巴宾馆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94 

49 广州市白云区江美桑拿沐足中心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95 

50 广州市金慧眼网吧连锁有限公司石岗店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96 

51 广州市金慧眼网吧连锁有限公司景泰店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97 

52 广州市安盟贸易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98 

53 广州市白云区欧意轩沐足休闲中心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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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广州市白云区海月湾棋牌沐足中心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00 

55 广州市白云区金福特休闲中心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01 

56 广州市白云区文昌阁茶楼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02 

57 广州市新美姿服饰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48 

58 广州英杰枫服饰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50 

59 广州市白云区纪梵诺制衣厂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51 

60 广州市白云区蓝秀制衣厂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55 

61 广州典亚服饰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63 

62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森崎服饰厂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64 

63 广州市蒂奇服饰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67 

64 广州市吉达胶袋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68 

65 广州雅奈尔服饰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76 

66 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耀宏缤纷制衣厂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77 

67 广州豪燃服饰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84 

68 广州市比丽普电子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86 

69 广州市白云区松洲富霖鸟服饰厂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87 

70 广州市富德皮革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89 

71 广州市白云区丽丹针织时装制衣厂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90 

72 广州市华宝烘焙设备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91 

73 广州市宝硕玻璃实业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92 

74 广州美洁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93 

75 广州诚智智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94 

76 广州蝶贝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95 

77 广州市豪亨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96 

78 广州博玛服饰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97 

79 广州市冠环制帽设备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98 

80 广州市白云区华聚制衣厂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199 

81 广州市隽声音响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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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广州市梓廷服饰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01 

83 广州灿虹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02 

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08 

85 广州开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24 

86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依瑞丝服装厂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25 

87 广州嘉世特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26 

88 广州瑞亨服饰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27 

89 广州真倪罗逸服装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28 

90 广州羽佳皮具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29 

91 广州市方瑞华丰门窗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30 

92 广州市量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31 

93 广州市白云区浩盈皮具厂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32 

94 广州市新英电器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33 

95 广州飞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34 

96 广州市博视医疗保健研究所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35 

97 广州贵妃时装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36 

98 广州市斯勒皮具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37 

99 广州市白云区通灵印刷纸制品厂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38 

100 广州市金世界皮具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39 

101 广州锐达印务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40 

102 广州市惠河印刷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41 

103 广州市艺哲皮具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242 

104 广州市欧陆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SMⅢ201600013 

105 广州如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白云大道店 安卓 粤AQBSMⅢ201600014 

106 广州市白云区国庭酒店 安卓 粤AQBSMⅢ201600015 

107 广州市白云区凯利酒店 安卓 粤AQBSMⅢ201600016 

108 广州市百客蛮好酒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黄石店 安卓 粤AQBSMⅢ201600017 

109 广州市好主题酒店有限公司黄石分店 安卓 粤AQBSMⅢ2016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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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广州聚佳酒店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SMⅢ201600019 

111 广州市白云区海茵宾馆 安卓 粤AQBSMⅢ201600020 

112 广州搜煮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SMⅢ201600021 

113 广东全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SMⅢ201600022 

114 广州市白云区富春景宾馆 安卓 粤AQBSMⅢ201600023 

115 广州市白云区江夏商务宾馆 安卓 粤AQBSMⅢ201600024 

116 广州市白云区云来大酒店 安卓 粤AQBSMⅢ201600025 

117 广州凡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SMⅢ201600026 

118 广州市海翔酒店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SMⅢ201600027 

119 广州市万胜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奥琳 粤AQBQTⅢ201600035 

120 广州海斯特服饰有限公司 昌霖 粤AQBQTⅢ201600037 

121 广州市渝龙工贸有限公司 昌霖 粤AQBQTⅢ201600077 

122 广州市金殿娱乐有限公司 昌霖 粤AQBQTⅢ201600081 

123 广州市咏乐汇娱乐服务有限公司 昌霖 粤AQBQTⅢ201600082 

124 广州市白云区星河夜总会 昌霖 粤AQBQTⅢ201600088 

125 广东天奕投资有限公司 昌霖 粤AQBQTⅢ201600089 

126 广州市白云区鸿涛健康中心 昌霖 粤AQBQTⅢ201600090 

127 广东龙宫休闲服务有限公司 昌霖 粤AQBQTⅢ201600091 

128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宏湖沐足悠闲阁 昌霖 粤AQBQTⅢ201600092 

129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镇棠涌经济发展公司 合信 粤AQBQTⅢ201600070 

130 广州市松园童装商场有限公司 宏粤 粤AQBQTⅢ201600030 

131 傲丰贸易（深圳）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宏粤 粤AQBQTⅢ201600033 

132 广州市麦点九毛九餐饮连锁有限公司黄沙分店 宏粤 粤AQBQTⅢ201600075 

133 广州市骏盈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九域 粤AQBQTⅢ201600049 

134 广州华纬电子有限公司 九域 粤AQBQTⅢ201600143 

135 广州市增城增联印刷厂 劳安 粤AQBQTⅢ201600022 

136 中船澄西船舶（广州）有限公司 劳安 粤AQBJXⅢ201600030 

137 广州市白云区金樽沐足棋牌中心 劳安 粤AQBQTⅢ2016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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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广州大津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劳安 粤AQBQTⅢ201600156 

139 广州华启洗涤剂有限公司 劳安 粤AQBQTⅢ201600203 

140 广东九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安 粤AQBQGⅢ201600011 

141 广州体育大厦有限公司 铭安 粤AQBQTⅢ201600042 

142 广州市银科电子有限公司 铭安 粤AQBQTⅢ201600117 

143 广州南源创展商贸有限公司 世和 粤AQBQTⅢ201600041 

144 广州森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松昌 粤AQBJXⅢ201600042 

145 广州市增城宏飞服装厂 奕睿 粤AQBFZⅢ201600027 

146 广州维捷制衣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FZⅢ201600028 

147 广州永兴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600034 

148 广州市雅虹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600038 

149 广州市汉景散热器实业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600039 

150 广州长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600040 

151 广州锐阳电子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600041 

152 广州市白云区新则商业展示货柜厂 奕睿 粤AQBQGⅢ201600019 

153 广州市创亿德利工艺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GⅢ201600020 

154 广州市劲邦食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GⅢ201600021 

155 广州市正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031 

156 广州市新业旺贸易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072 

157 广州市萧岗实业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073 

158 广州市万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074 

159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裕隆手袋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131 

160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博骏鞋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212 

161 广州法茜诺鞋业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214 

162 广州市雅蝶化妆品制造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215 

163 广州市倍来思鞋业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216 

164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润达塑料制品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218 

165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富渊鞋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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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广州市荣发鞋业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220 

167 广州奥莱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221 

168 广州市楠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223 

169 广州市可莱服饰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FZⅢ201600002 

170 广州市杰欧达服饰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FZⅢ201600003 

171 广州市鑫基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JXⅢ201600007 

172 广州庆源电子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JXⅢ201600008 

173 广州市庆丰电线厂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JXⅢ201600009 

174 广州佳环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JXⅢ201600010 

175 广州宏谷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JXⅢ201600011 

176 广州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GⅢ201600006 

177 广州市佰利鲜食品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GⅢ201600007 

178 广州市保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032 

179 广州市公益印刷厂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116 

180 广州市富派实业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118 

181 广州市和盛吸塑包装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124 

182 广州市东奕鞋业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125 

183 广州姿缇雅皮具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127 

184 广州市杨氏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128 

185 广州市欣达柏化妆品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129 

186 广州市白云区振鑫塑料包装制品厂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132 

18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133 

188 广州市腾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134 

189 广州市首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135 

190 广州市白云区圣望化妆品厂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136 

191 广州市蔻铂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137 

192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沣泽皮具厂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138 

193 广州市白云区风尚包装厂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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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国华服装加工厂 正维 粤AQBFZⅢ201600013 

195 广州市蓝谷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正维 粤AQBQGⅢ201600008 

196 广州奔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QTⅢ201600039 

197 广州星锆置业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QTⅢ201600040 

198 广州飞玲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QTⅢ201600152 

199 广州市华信彩印厂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QTⅢ201600153 

200 
德林义肢矫型康复器材（深圳）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职安健 粤AQBQTⅢ201600046 

201 广州市天河振利网吧 职安健 粤AQBQTⅢ201600048 

202 广州市河棠月色娱乐有限公司 职安健 粤AQBQTⅢ201600069 

203 广州市天河区顺信网吧 职安健 粤AQBQTⅢ201600071 

204 广州市天河城万博百货有限公司 中建 粤AQBQTⅢ201600044 

205 广州市伟正木制品有限公司 中建 粤AQBQTⅢ201600165 

206 广州南宝饲料有限公司 中建 粤AQBQTⅢ201600166 

207 增城市新塘镇东方洗漂厂 中京 粤AQBFZⅢ201600014 

208 增城市新塘华亮服装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FZⅢ201600015 

209 广州展航服装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FZⅢ201600016 

210 广州茗鑫服装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FZⅢ201600022 

211 增城市万盛得服装有限公司银沙分公司 中京 粤AQBFZⅢ201600023 

212 广州市骏旺纺织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FZⅢ201600024 

213 广州汇欣纺织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FZⅢ201600025 

214 广州市兴昌制衣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FZⅢ201600026 

215 广州市三泰实业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005 

216 广州市华穗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015 

217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016 

218 广州三和门窗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017 

219 广州市增城瑞行五金厂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023 

220 广州市欧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024 

221 广州市港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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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广州市问道实业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026 

223 广州市伟圣实业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032 

224 广州市光彩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033 

225 广州市鸿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035 

226 广州市增城洪柱河粉厂 中京 粤AQBQGⅢ201600004 

227 广州市多唛食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GⅢ201600005 

228 广州星河湾酒厂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GⅢ201600012 

229 广州市成味食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GⅢ201600013 

230 广州市国顺纸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GⅢ201600014 

231 广州立心家具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GⅢ201600015 

232 广州市增城博雅橱柜衣柜加工部 中京 粤AQBQGⅢ201600017 

233 广州市兴之谷食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GⅢ201600018 

234 广东聚胶粘合剂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017 

235 广州龙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019 

236 药师珍珠（广州）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023 

237 广州新美佳包装服务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043 

238 广州市万佳商贸城管理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051 

239 广州市增城快洁服装洗染厂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10 

240 广州纯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12 

241 广州市佑佳加气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13 

242 广州市增城荣昕塑料制品厂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15 

243 广州市百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30 

244 广州钰琪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40 

245 广州市途锐鞋业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41 

246 广州市鑫雄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46 

247 广州艾茉森电子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47 

248 广州悠垫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49 

249 广州鸿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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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广州市科虎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58 

251 广州市益建木业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60 

252 广州鼎弘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62 

253 广州市增城兄弟塑料制品厂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69 

254 增城市福和穗兴化工厂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70 

255 广州万尔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71 

256 中粮东洲粮油工业（广州）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72 

257 广州市强辉照明电器厂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73 

258 增城市新塘创兴五金塑料厂白江分厂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74 

259 广州栋和汽配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75 

260 广州美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78 

261 广州市恒晟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83 

262 广州特搏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85 

263 广州市增城冠旺塑料加工部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188 

264 广州联懋洗染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204 

265 广州市增城杰佳精细化工厂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207 

266 广州市景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209 

267 广州杰星纸业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210 

268 酒仙网电子商务（广东）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SMⅢ201600008 

269 广州隆汛供应链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SMⅢ201600010 

270 广州全双木材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SMⅢ201600011 

271 哎呀呀饰品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分公司 中京 粤AQBSMⅢ201600012 

272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泓发木制家具加工厂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600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