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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达标企业可领证信息 

（市局公告：标准化 2016－2号） 

序号 企业名称 复评机构 证 号 

1 广州十七岁服饰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FZⅢ201600051 

2 广州市番禺区东之森服装厂 安环健 粤AQBFZⅢ201600050 

3 广州市新奇宾服装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FZⅢ201600049 

4 广州雨杰服装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FZⅢ201600048 

5 广州爱朵玩具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379 

6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408 

7 广州川沁食品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GⅢ201600056 

8 广州番禺昌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374 

9 广州高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391 

10 广州冠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421 

11 广州声力电声器材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411 

12 广州市的信电子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380 

13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迪美五金塑料厂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407 

14 广州市福拉德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412 

15 广州市嘉捷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406 

16 广州市精熙模具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405 

17 广州市李迈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404 

18 广州市纳益包装塑料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377 

19 广州市鑫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402 

20 广州同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386 

21 广州优乐厨具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403 

22 广州郁穗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375 

23 广州瑞得在线吸引力上网服务有限公司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333 

24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海吉风酒店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343 

25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千百惠百货商场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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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广州市番禺区新南海城迎宾海鲜酒家 安环健 粤AQBQTⅢ201600341 

27 广州市荣嘉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安准 粤AQBQTⅢ201600454 

28 广州欧诗达电子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GⅢ201600052 

29 广州市白云区四季服装厂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376 

30 广州市白云区松洲龙铧五金厂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372 

31 广州市白云区有利制衣厂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368 

32 广州市白云区媛媛制衣厂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367 

33 广州市孺子牛服饰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378 

34 广州市涉谷服饰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366 

35 广州市新槎宾馆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TⅢ201600335 

36 广州悦榕化妆品有限公司 昌霖 粤AQBQTⅢ201600444 

37 广州纽威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宏粤 粤AQBQTⅢ201600381 

38 广州市卓迈纸业有限公司 宏粤 粤AQBQTⅢ201600382 

39 广州市标力广告有限公司 宏粤 粤AQBSMⅢ201600035 

40 广州市华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华晟 粤AQBQTⅢ201600390 

41 广州市师范学校印刷厂 华学 粤AQBQTⅢ201600385 

42 广州海缝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金方圆 粤AQBJXⅢ201600101 

43 广州市双孖钢结构有限公司 金方圆 粤AQBJXⅢ201600099 

44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 金泰达 粤AQBQTⅢ201600347 

45 广州市三森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金兴发 粤AQBQTⅢ201600384 

46 广州天宝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 金兴发 粤AQBQGⅢ201600053 

47 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 靖安 粤AQBQTⅢ201600413 

48 广东新供销天业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靖安 粤AQBSMⅢ201600038 

49 招商局物流集团广州物流有限公司 靖安 粤AQBSMⅢ201600039 

50 广州源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九域 粤AQBQTⅢ201600373 

51 广州市景信市场经营管理管理有限公司 九域 粤AQBQTⅢ201600336 

52 广州市天河区东棠京宏萍超市 九域 粤AQBQTⅢ201600334 

53 广州西贝餐饮有限公司正佳广场分公司 九域 粤AQBQTⅢ20160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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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广州优可贸易有限公司 九域 粤AQBQTⅢ201600338 

55 广州市银象石材有限公司 劳安 粤AQBKSⅢ201600001 

56 广州市智伟电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劳安 粤AQBJXⅢ201600091 

57 德利宝（广州）香料有限公司 铭安 粤AQBQTⅢ201600398 

58 广州达欣鞋业有限公司 铭安 粤AQBQTⅢ201600453 

59 广州市博声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铭安 粤AQBQTⅢ201600409 

60 广州市花都恒盛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万保 粤AQBQTⅢ201600451 

61 广州昊森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362 

62 广州市白云区广河废品收购站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354 

63 广州市白云区沙湾汇桑拿休闲中心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344 

64 广州市国大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358 

65 广州市欢聚娱乐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361 

66 广州市金顺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353 

67 广州市君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357 

68 广州市俊灵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356 

69 广州市乐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363 

70 广州市联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360 

71 广州市同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355 

72 广州卧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352 

73 广州秀慧餐饮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351 

74 广州秀璞动漫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359 

75 广州永平卡慕商务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SMⅢ201600042 

76 深业集团（深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600350 

77 广州奥易教育设备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JXⅢ201600095 

78 广州市晋华机械零件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JXⅢ201600092 

79 广州市雅赛数码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JXⅢ201600094 

80 广州市益尔孵化设备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JXⅢ201600096 

81 广东盛能新摄影器材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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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广州明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397 

83 广州仁生乐园玩具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417 

84 广州市昶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420 

85 广州市广林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383 

86 广州市金鑫皮具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370 

87 广州市荔湾区东泓涂料厂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418 

88 广州市亮柔日化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399 

89 广州市凌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419 

90 广州市天地彩印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414 

91 广州市元基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401 

92 广州穗承食品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369 

93 广州秀妆美容用品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400 

94 广州宝霓特鞋业贸易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346 

95 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裕盛房屋咨询服务部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331 

96 广州市丰德贸易股份合作商社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345 

97 广州市濠铭酒店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332 

98 广州市金碧恒盈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震宇 粤AQBQTⅢ201600337 

99 广州市森腾印刷有限公司 职安健 粤AQBQTⅢ201600394 

100 广州市天河凯迪彩印厂 职安健 粤AQBQTⅢ201600393 

101 广州新正印刷有限公司 职安健 粤AQBQTⅢ201600392 

102 广州永祥印务有限公司 职安健 粤AQBQTⅢ201600395 

103 广州沁舞园服装有限公司 中建 粤AQBQGⅢ201600058 

104 广州双绘数码喷绘有限公司 中建 粤AQBQTⅢ201600364 

105 广州印特丽图文快印有限公司 中建 粤AQBQTⅢ201600365 

106 广州市岑苑宾馆有限公司 中建 粤AQBSMⅢ201600033 

107 广州市天河区嘉悦商务宾馆 中建 粤AQBSMⅢ201600032 

108 广州南华鸿盛实业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104 

109 广州升邦机械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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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新利来五金厂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103 

111 广州市弘达电子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105 

112 广州市侨美电器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107 

113 广州市杨林电子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106 

114 广州市谊华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102 

115 广州玺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109 

116 广州旭众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600108 

117 广州晧美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329 

118 广州绿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328 

119 广州三目电子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326 

120 广州爱奇实业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10 

121 广州德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49 

122 广州华尚实业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GⅢ201600054 

123 广州汇浦机械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32 

124 广州汇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GⅢ201600057 

125 广州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33 

126 广州金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47 

127 广州君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52 

128 广州谜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48 

129 广州清芸化妆品制造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28 

130 广州盛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38 

131 广州市白云区鸿镁皮具厂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43 

132 广州市白云区华创展柜厂 中京 粤AQBQGⅢ201600062 

13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蓝之源电子厂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36 

134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腾飞皮具制品厂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41 

135 广州市白云区欧梵健龙家具厂 中京 粤AQBQGⅢ201600065 

136 广州市白云区顺富塑料制品厂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22 

137 广州市白云区天泽鞋厂 中京 粤AQBQGⅢ20160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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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广州市白云区雅利工艺制品厂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23 

139 广州市焙杰食品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中京 粤AQBQGⅢ201600060 

140 广州市程丰鞋业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35 

141 广州市春泰纸塑制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39 

142 广州市恒财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42 

143 广州市华迪化工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34 

144 广州市娇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30 

145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29 

146 广州市朗怡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37 

147 广州市丽图印刷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389 

148 广州市千喜食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GⅢ201600059 

149 广州市升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388 

150 广州市盛枫皮具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31 

1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27 

152 广州市天资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25 

153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24 

154 广州市增城中远汽车空调配件部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387 

155 广州丝塔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46 

156 广州星佳豪装饰家具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GⅢ201600064 

157 广州优悠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26 

158 广州羽骏皮具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45 

159 广州泽氏日化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440 

160 广州春舍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349 

161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益叁益化妆品商行 中京 粤AQBSMⅢ201600041 

162 广州市白云区怡富包装服务部 中京 粤AQBQTⅢ201600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