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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协综〔2022〕10号 

 

 

关于开展“2022 年认证技术提升周”活动的通知 

 

相关认证机构、相关认证人员：  

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绿色、

双碳、数字、智能等带来的资源配置、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改革，

推动着认证认可行业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认证技术

和政策法规研究也将引领着认证审核实践的发展。 

以“引领技术提升 服务绿色发展”为主题，中国认证认可协

会拟举办“2022年认证技术提升周”活动，涵盖管理体系、产品、

服务、农食、小微企业提升、质量管理升级版、能源、低碳、知识

产权、信息技术等认证领域，从行业政策研究、认证技术交流、认

证审核亮点与技巧等多方面、多角度为广大从业机构和从业人员提

供交流平台，交流认证技术，树立行业标杆，引领认证工作创新发

展。 

活动拟邀请市场监管总局领导及相关部门领导出席。具体事宜



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2年7月12日至7月14日 

二、活动地点  

贵州贵阳，贵阳溪山里酒店 

 三、日程安排 

（一）认证技术专业委员会、认证认可政策法规研究与咨询工

作委员会全体会议 

时间：7月12日 14:00至17:00 

参加人员：认证技术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认证认可政策法规

研究与咨询工作委员会全体委员。 

为提高会议效能，请认证技术专业委员会、认证认可政策法规

研究与咨询工作委员会的参会委员提前准备交流或发言提纲，以便

现场交流发言。 

（二）“2022年认证技术提升周活动仪式” 

时间：7月13日 9:00至10:00 

参加人员：市场监管总局领导、相关司局领导；中国认证认可

协会领导；中国航空工业集团领导；原国家外经贸部领导；贵州省

市场监管局有关人员；认证技术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认证认可政

策法规研究与咨询工作委员会全体委员；第五届认证技术交流研讨

会现场交流人员；良好认证审核案例评议专家和现场交流人员。 

（三）认证技术交流研讨会 

时间：7月13日10:00至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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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人员：认证技术交流人员（名单见附件1）；认证技术专

业委员会全体委员；认证认可政策法规研究与咨询工作委员会全体

委员。 

（四）良好认证审核案例专家文审和现场评议交流活动 

时间：7月13日 8:30至17:00 (案例文审) 

时间：7月14日 8:30至17:00 (现场评议交流) 

参加人员：良好认证审核案例评议专家；现场交流人员（名单

见附件3）。 

有关说明： 

1.现场案例交流人员需提前准备演示文稿PPT，并提前15分钟

到相应会场将汇报 PPT 拷贝到演示电脑，交流案例演示文稿时间

不超过10分钟。 

2.按照良好认证审核案例材料申报要求，准备3份纸质资料,

评议现场提交评议专家。 

3.为保证案例真实性，评议交流过程中不得隐去案例相关信

息。 

4.案例演示顺序按照分组名单顺序交流，分组名单随机排位，

现场不 做单独调整。 

四、承办单位 

北京航协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五、其他事项 

（一）请各位参会代表密切关注所在地区疫情最新情况和防控

要求，如因疫情不能参加本次案例交流，可参加2023年的现场评议



交流活动。（疫情防控要求见附件4）。 

（二）参加活动的人员交通费自理，为方便参会人员，酒店食

宿可由协会统一安排，由酒店收取会议费500 元/人天（含食宿费）；

也可自行选择酒店和食宿。 

（三）参会交流人员名单仅限附件1和附件3。请认证技术专业

委员会委员、认证认可政策法规研究与咨询工作委员会委员、参加

交流人员用手机微信“扫一扫”功能扫二维码报名。报名截止日期

为2022年7月7日。 

 

 

 

1.中国认证认可协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王  琅  010-82261991 

2.北京航协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郑  晨  13718018614 

李瑞丹  13823265760 

3.酒店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刘文熔  18785117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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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机  0851－88168888 

 

附件：1.第五届认证技术交流研讨会现场交流名单 

 2.第五届认证技术交流研讨会书面交流名单 

3.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现场交流名单 

4.疫情防疫要求 

5.酒店交通路线图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2022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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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五届认证技术交流研讨会现场交流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编号 机构名称 论文名称 交流人员 

1 
江苏省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

究院 
浅谈软件开发服务中的信息安全实现 李国琴 

2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ISO50003：2021《能源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审核及认证机构

要求》确定“审核时间”的理解与分析 
吉莉 

3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机械制造业质量管理体系成熟度模型与实践 郭沙 

4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基于统计技术对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的认识和思考 

张祥兆  

尚春芳 

李军 

5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建筑企业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认证技术研究与实践 孙佳林 

6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编制具有行业特点的审核作业指导文件的探索与实践 吴倩 

7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基于信息技术的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数据包的建立及应用 
吴倩 

李海燕 

8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基于竞争性采购机制下的型号质量定制管理模式 胡小洲 

9 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 区块链赋能司法鉴定--基于司法通则的CNAS视窗 魏智煌 

10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浅析如何有效的建立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 
朱爱萍 

陆俊 

11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认证的知识效应价值形成过程研究 白睿 

12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远程审核中信息通讯技术应用的不完全研究 帅振华 

13 挪亚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中小型用能企业EnMS审核的现状及体系运行有效性判断准则的研

究 
王元亮 

14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从认证对象视角谈认证机构管理  贺增光 

15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提升ITER外审的有效性的探索 靳艳 

16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认证机构基于远程审核项目的管理思考与探索 娄屹萍 

17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化技术在物业服务认证应用研究 石小平 

18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应关注双重预防机制要求 刘立生 

19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试论在《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后的审核思路 李治纲 

20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融合不同质量管理标准要求，有效实施供应商质保能力评审 王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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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对ISO 45003:202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工作中的心理健

康和安全——社会心理风险管理指南》标准的解读 
张慧瑶 

22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完善认证行业结构治理改革路径的探讨 李宝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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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第五届认证技术交流研讨会书面交流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编号 机构名称 论文名称 交流人员 

1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双碳”模式下的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张振发 

2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设计研究机构有益的环境因素控制 左平 

3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GJB9001C-2017在造船企业实施要点研究 郑葳 

4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顾客满意监视和测量策划的审核体会 文岳武 

5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聚焦顾客满意、凝聚顾客忠诚 吴刚 

6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浅谈质量成本理论与管理 丰跃 

7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浅析“双归零”“经验反馈”等行业特色管理方法对提高纠正措

施审核深度的借鉴 
张笑颖 

8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探讨短保质期食品的审核要点 韩明月 

9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新时代国防工业治理能力提升模式研究 
何茂荣   

王蔚 

10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对GB/T 19001－2016标准“不适用”的理解 石二奎 

11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对外包过程的理解与实施 石二奎 

12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聚焦“铁三角”体系建设，助推建企高质量发展 孙德强 

13 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浅谈CNAS-CC190-2021中审核时间计算的理解和应用 徐超 

14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正确理解和运用8.3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和开发 

的适用性 
刘军芳 

15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审核关注点及风险防控 刘志立 

16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有效性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刘志腾 

黄胜岳 

17 深圳市环通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基于排污许可的固定源环境管理制度创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业

务能力管理的研究 
徐国民 

18 北京天一正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审核组质量管理的系统研究 叶道彰 

19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数据”在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中的应用 赵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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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国内外铁路产品准入管理制度研究 贾志洋 

21 天津职业大学 
小微啤酒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中有效实施食品

防护计划探讨 
宋超先 

22 山东利安捷国际认证服务公司 监视测量设备现场审核研究 
刘风刚  

韩玉珍 

23 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浅谈设计和开发不适用的误区 邵友生 

24 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应用服务蓝图及关键时刻MOT理论提高服务认证 

有效性 
尹屹峰 

25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思考 张志良 

26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风险矩阵法在核电大修质量控制中的实践 耿民 

27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海外“华龙一号”核电质量绩效考核体系的建立 

与实施探讨 
廖训龙 

28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促进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融入业务过程 肖定生 

29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化工行业产品设计、开发的审核思路探讨 孙宏斌 

30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全面有效控制“外包”风险 李军 

31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健康的质量文化是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石 易敏红 

32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实现信息分级、标记、处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研究 刘维 

33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管理体系认证监管绩效评估——基于G省566份问卷的分析 
武晓明 

钱敏 

34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过程方法在管理体系结合审核中的运用 

张祥兆 陈

慧智 尚春

芳 

35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浅谈餐饮企业食品安全管理的几点问题 孟恒 

36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浅谈供方评价的关注点 倪晓芳 

37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浅谈企业的接口管理 邸凤红 

38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浅议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监督审核的策划和实施 任秋玲 

39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油田企业设计和开发审核实践和认识 张祥兆 

40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军工质量认证机构工作体系提升的方法途径研究 

张媛媛 杨

晓蔚 于志

明 

41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大数据思维在审核数据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李海燕 陈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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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浙江制造”认证——项目管理方法和实践   陆勇 

43 中创新海（天津）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接线端子在防爆电气强制认证中管控方法的探讨 邢云 

44 天津市长城认证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GB/T 19001-2016标准“8.7 不合格输出的控制”和“10.2 不

合格和纠正措施”条款解析和关系 
石羽 

45 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建立及其审核实践 伍雪梅 

46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关于提高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现场审核有效性的探讨 薛婧 

47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质量统计技术在核燃料芯块生产中的应用 曹明明 

48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QMS和IT/IS结合审核的探讨——浅谈审核思路 陈昕 

49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平板玻璃行业应用归一化方法计算节能量的探讨 马健 

50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利用企业文化元素评价管理体系运行有效性 彭新 

51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站在供应链角度“提要求、找不足” 助力小微型企业“寻销路、

拓渠道” 

徐艳 

邹勇胜 

52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小微企业质量管理的核心理念”的推广应用研究 张  鹏 

53 泰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ICT技术在产品认证工厂检查中的应用研究 胡越男 

54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风险管理的远程审核技术实践 柯章勇 

55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远程审核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FSMS）认证领域 

的应用 
于海峰 

56 卓越新时代认证有限公司 疫情状况下的信息化和智慧化监管系统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杨雪娟 

57 北京海德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审核专业知识共享培训平台的建设研究 孟建军 

58 北京航协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浅谈现场审核前交流沟通会议的组织 李书平 

59 北京航协认证中心限责任公司 关于能源管理体系技术领域细分的探索 吕光玉 

60 艾硕认证有限公司 
销售服务企业审核及审核案卷常见问题 

及改进建议 
秦惠鸣 

61 北京国经兆维管理咨询中心 小企业实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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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现场交流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机构名称 案例名称 交流人员 

1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岳阳昌德新材料有限公司解决聚醚产品变色质量问题审核

案例 
甘爱玲 

2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厦工（三明）重型机器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王晓琳 

3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闫江玲 

4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水晶光电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刘金林 

5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浩特电气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许在谷 

6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协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孔新宇 

7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绿叶锅炉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赵琳梅 

8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江弘激光制造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余凤锦 

9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吴觉文 

10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祥云(集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良好审核案例 张国千 

11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大金空调（上海）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郑学东 

12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海泰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服务认证审核案例 蒋寒英 

13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德市正发药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李广敬 

14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石小平 

15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彭硕 

16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王丽静 

17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湖州翔顺工贸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范培兴 

18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方平纸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许之浩 

19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筑牢设备管理，提升设备资产综合效益 
黄薇 

胡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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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利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小微企业质量提升案例 蒋寒英 

21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红动饮品有限公司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

行动优良案例 
崔永举 

22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滴亮日化有限公司小微企业质量提升 陈惠玲 

23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大力神机械有限公司小微企业质量提升 张坤斌 

24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善用“组织的知识”，解决产品质量疑点 
蔡步健 

彭树雄 

25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拙卓食品有限公司优化工艺过程优良实践案例良好案

例 
吴娜 

26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全屋家居有限公司绿色产品检查案例 姬学锋 

27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京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检查案例 栗燕 

28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顾家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检查案例 林丽芳 

29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防止交叉污染，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李明 

30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良好认证审核案例 杜俊瑛 

31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天然气储罐安全管控审核案例 梁红瑞 

32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有效的原因分析是不符合项整改持续改进的关键——内蒙

古大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王家平 

33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检索在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中的重要性--沈阳兴齐眼药股份

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徐丽维 

34 北京海德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沪一电缆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马秋波 

35 北京海德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灵璧圣坤混凝土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张燕宁 

36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溱湖国家湿地公园“江苏精品”服务认证审核案例 宋亦然 

37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唐山三发普林饲料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李进才 

38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营口盛世保驾汽车保修设备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谷燕滨 

39 北京航协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利安电器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吴德志 

40 北京航协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恒清新材料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赵雪峰 

41 北京航协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合图制造科技（西安）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陶小利 

42 北京航协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XX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吴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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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北京航协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思凯机电高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赵继萍 

44 北京航协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XX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黄剑侠 

45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张晓新 

46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江西樟树市福铃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邱建平 

47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陕西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案例 忻晓红 

48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洛阳双瑞风电叶片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王煜 

49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汕尾供电局审核案例 朱万莲 

50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江苏海企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申琴华 

51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山西天宝集团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张耀虎 

52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连平县新然木业制品厂审核案例 陈立 

53 北京赛西认证有限公司公司 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肖海杰 

54 北京恩格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陕西鸿路天龙钢结构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刘晓军 

55 北京恩格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湖南潇博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文正山 

56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湖北开和机械有限公司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良好案

例—借助质量体系认证之力，促进企业踏上稳健发展之路 
张东明 

57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探求创新审核方式  推动企业管理改进—经纬智能纺织机

械有限公司案例 
姚圣鸿 

58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兖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三号煤矿审核案例—切问而近

思，仁在其中矣 
李利岗 

59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正大永吉实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不应忽视对水产饲料中

关键质量指标的策划 
韩明月 

60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联邦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张淑梅 

61 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 贵州李记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郭晓晖 

62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XX第七三二七工厂审核案例(2021未交流) 吴修生 

63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审核案例(2021未交流) 刘燕萍 

64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安徽省湖滨机械厂审核案例 刘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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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浙江先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巫梅兴 

66 卓越新时代认证有限公司 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王晶 

67 卓越新时代认证有限公司 沈阳金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梁春波 

68 卓越新时代认证有限公司 辽宁洁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吴喜攀 

69 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广东宏昊化工有限公司 李开英 

70 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广东希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明升 

71 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天虹阀门科技（泉州）有限公司 陈信 

72 浙江公信认证有限公司 
联化科技（台州）有限公司良好审核案例  一个关于安全

装置的笑话——如何正确使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黄鸣丰 

73 浙江公信认证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宏山化工厂审核案例 陶红杰 

74 浙江公信认证有限公司 
长兴吉数科技有限公司良好审核案例 基于数据中心的信

息安全管理体系 
徐艺 

75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审核案例 郭君明 

76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大庆油田力神泵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刘正光 

77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现河采油厂审

核案例 
黄英 

78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瓮福达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胡安霞 

79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石油分公司审核案例 刘兴祥 

80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 雷淑虹 

81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审核案例 王铁庄 

82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孙黎英 

83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绿苑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丁磊 

84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亚仪表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陈巍玲 

85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北海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张荣 

86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农投集团生态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张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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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佐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张洁 

88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应用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规范过程管理，促进质量提

升 

——山西德义坊酒业有限公司 

贾俊维 

89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圣华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黄河 

90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沈阳中化化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倪红兵 

91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重庆三峡水务公司九曲河污水厂审核案例 钱静 

92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沧州恩际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案例 冯小华 

93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海事局审核案例 佘孟南 

94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予果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倪红兵 

95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七九七华音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徐翠云 

96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槐房再生水厂）审核案

例 
张宁 

97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孙建琴 

98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二十二冶集团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审核案例 
马国明 

99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浙江新华建设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尹国伟 

100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云南建投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陈向阳 

101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北京星际防务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李阳 

102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浙江精功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王永爱 

103 北京军友诚信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科峰航智电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于天民 

104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无锡康斯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陈丽新 

105 泰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仇萍 

106 泰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浙江兆龙互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姜春雨 

107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益立申节能技术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万金增 

108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青岛兆丰农产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韩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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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广州壹心膳食管理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罗通发 

110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河北季澳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马净丽 

111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SM核电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毕灵 

112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关注餐饮加工过程变更引入的食品安全风险 薛婧 

113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江苏特丽亮镀膜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孙景娴 

114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唯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王玉杰 

115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铁道战备舟桥处监督审核案例 王颖 

116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威海金威旗鱼精密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王颖 

117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杭州优能通信系统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陈静 

118 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广东汇翔陶瓷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钟森林 

119 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安徽轩鸣新材料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张海燕 

120 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晶亚电器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阎承旭 

121 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市及时雨焊料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刘志平 

122 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理工大学高技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王虹 

123 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湖南坤鼎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姜学芊 

124 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石家庄杰克化工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赵新风 

125 上海恩可埃认证有限公司 广泰电机（吴江）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胡新华 

126 北京国经兆维管理咨询中心 

关于北京意诚信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智能制造+认证

咨询”加速认证咨询工作创新，助力企业质量管理升级案

例 

周静 

127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铁十五局集团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磨万铁路构件厂万象制

枕基地审核案例 
王文雷 

128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沈阳西屋制动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相峰 

129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莫小凡 

130 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有限公司 
天津云瑞地毯股份有限公司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提升案

例 
周宝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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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一般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管理审核的关注点 吕建会 

132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自备电厂40Kg/c㎡蒸汽动能利用 李仕杨 

133 挪亚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碧然美景观艺术有限公司审核案例(挪亚检测认证集

团有限公司能源管理体系-王元亮) 
王元亮 

134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云仕电子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蓝德 

135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吴逸民 

136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辉展电子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张群 

137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西部资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审核案例 段沛鑫 

138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乳源东阳光氟树脂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唐志红 

139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合升电子有限公司QMS审核案例 许可 

140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旭华电子有限公司-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

升行动案例 
杨天俊 

141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开关厂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交流案例 迟翠苹 

142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CCC工厂检查案例 陈悦 

143 北京中科智雅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陇南海峰商贸有限公司审核审核案例 杨晓梅 

144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大永铝业钢化玻璃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巴黎锦 

145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田久财玻璃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宫 建 

146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恒保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黄小莉 

147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鑫美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霍永琛 

148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青云安全节能材料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介卫丽 

149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环材玻璃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庞 堃 

150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华尚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邱国洪 

151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中融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王晓伟 

152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奔迅汽车玻璃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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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新权业陶瓷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吴肇斌 

154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达州市荣华玻璃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余枫 

155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唐山梦牌瓷业有限公司 梁启华 

156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白睿 

157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审核案例 刘金明 

158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福建天尊铸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郑建海 

159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广州木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刘茶安 

160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东岭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审核案例 王俐 

161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陕西东岭冶炼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马莉 

162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杭州美特醇香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改进作业流程更有利于企业规避余氯残留风险 
陈修寅 

163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XXXX网络电商进口食品平台有限公司审核案例——“流程

节点角度分析XXXX网络电商平台进口食品安全风险控制

点” 

李云霞 

164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陕西火凤凰艺术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良好审核案例 
李阿利 

165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重塑“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质量管理模式，强化质量全

过程管理 
孟军辉 

166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浅谈如何做好小微企业认证审核 吴彦君 

167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浅谈小微企业建立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金永彪 

168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提高铀氧化物产品直收率的质量改进 周显明 

169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现代医药工业原料药车间设计优化与质量提升策略探索 于彬彬 

170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戈壁地区岩石场地爆破施工质量控制 邹烽 

171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浅谈医学检验机构认证审核方法和思路 孙世勃 

172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有关服务连续性管理的一个不符合项的辨析 李翠玲 

173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兰特黎斯（江苏）乳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赵漳溶 

174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一片天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刘秀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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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临沧振华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周实兰 

176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审核案例 张英 

177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颂爱食品(苏州)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王毅晖 

178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建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亓纪明 

179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东莞市合膳记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徐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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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疫情防控要求 

为有效防控疫情，维护公共卫生与健康，保证活动顺利进行,

特制定本次活动疫情防控要求，所有参加人员需严格执行。 

一、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依法科学、分级分类”的原

则，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按照“及时发

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工作要求，坚决防范境外

疫情输入和境内疫情反弹，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二、所有人员必须遵守防疫管理要求，全程戴口罩，避免密切

接触行为。 

三、参会人员应配合防疫检查，如：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等，

对于未佩戴口罩、不配合测量体温或体温异常、咳嗽发烧、不出示

健康码或健康码显示异常及其他不配合防疫检查的，不得进入会

场。 

四、会议举办前后要做好会场通风消毒，科学设置座位、分散

就坐，全程保持人员间隔。 

五、注意个人卫生习惯，打喷嚏时用纸巾遮住口鼻或采用肘臂

遮挡。  

六、文明用餐，不混用餐具，夹菜用公筷，尽量分餐食。 

七、会议、就餐等聚集性活动期间自觉服从工作人员及酒店的

管理，落实“一米线”，保持必要社交距离。 

 

★贵州省疫情防控要求须知（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官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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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外来返黔人员在出行前，须提前通过“贵州健康码”进行

个人健康申报，并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黔。  

2.陆地边境口岸城市（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有口岸相连的除

外）来返黔人员：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来返黔，并在

抵黔后48小时内再开展1次核酸检测；无相关证明的，抵黔后须

落实“五天三检”措施。  

3.省外其他低风险地区来返黔人员：须携带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在到达居住地后 24 小时-48 小时内到就近采样点进

行1次核酸检测。  

4.中高风险地区来返黔人员：7天集中隔离+7天居家健康监测

+5次核酸检测+1次抗原检测。  

5.14 天内有上海市低风险地区旅居史来返黔人员：须持有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外，还须提供24小时内抗原检测阴性证

明，并在抵黔后按照“7 天集中隔离+7 天居家健康监测+5 次核酸

检测”进行管控，期间须在第 1、2、5 、7、14 天各开展 1 次核

酸检测，第1天同步开展1次抗原检测。  

6.14 天内有本土感染者报告地区所在地级市的省外来返黔人

员：抵黔后须落实“五天三检”措施。  

7.发热病人、健康码“黄码”、省外同时空暴露等重点风险人

员在未排除感染风险前暂缓来黔。 

 注：以上防控措施将根据当地疫情形势适时调整（管控地区

根据国务院客户端APP、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各省卫生健康委官网，

有冲突或未提到时以国务院客户端APP、国家卫生健康委及各省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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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健康委官方最新公布为准），本数据仅供参考。  

★北京机场疫情防控要求须知 

� � �  1.据北京市要求，从2022年6月6日起，所有人员须提供72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使用北京健康宝扫码登记并通过体温检

测方可进入航站楼。  

2.乘机出京的旅客须持登机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

北京健康宝绿码。  

3.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北京健康宝”核酸查询结果或纸质

报告为凭证，“北京健康宝”以核酸检测时间为准，纸质报告以报

告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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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贵阳溪山里酒店交通路线图 

 

一、会议地点：贵阳溪山里酒店 

二、地址：贵阳市花溪区花冠路与花桐北路交汇处 

三、酒店方位图 

 

 

四、交通路线 

（一）龙洞堡机场—酒店 

1.出租车到酒店约 36 公里 55 分钟 65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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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乘坐 254 路公交车至清溪南路口公交站下车（同站换乘）

K202 路大站快车至花桐北路公交站下车，步行到酒店约 116 米。 

3.乘地铁 2 号线至喷水池 H 口出，步行到喷水池公交车换乘 

S801 路公交车至迎宾路口站下车，步行到酒店约 696 米。 

（二）贵阳站—酒店 

1.出租车到酒店约 17 公里 30 分钟 45 元左右。 

2.乘坐 255 路公交车至贵安政务中心站下车，步行酒店约 687 

米。 

（三）贵阳北站—酒店 

1.出租车到酒店约 25 公里 30 分钟 65 元左右。 

2.乘坐 808 路一迎宾路口站下车，步行到酒店约 696 米。 
 

 

 

 

 

 

 

 

 

 

   

抄送：存档。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2022年7月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