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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达标企业可领证信息 

（市局公告：标准化 2015－9号） 

序号 企业名称 复评机构 证 号 

1 广州金漠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安益 粤AQBJXⅢ201500898 

2 广州市白云区珍成鞋厂 安益 粤AQBQTⅢ201503868 

3 广州百佳超级市场有限公司中旅商业城分店 安益 粤AQBQTⅢ201503733 

4 广州佳示得展示制品有限公司 安卓 粤AQBQGⅢ201500720 

5 广州市靓琦服装有限公司 奥琳 粤AQBFZⅢ201500219 

6 广州市天阳泰天然色素有限公司 奥琳 粤AQBQTⅢ201503790 

7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华荣消防配件加工厂 奥琳 粤AQBQTⅢ201503791 

8 广州市天河员村威龙俱乐部 奥琳 粤AQBQTⅢ201503689 

9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新新桌球城 奥琳 粤AQBQTⅢ201503690 

10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斌艺装饰材料经营部 奥琳 粤AQBQTⅢ201503691 

11 广州捷敖泰建材有限公司 奥琳 粤AQBQTⅢ201503692 

12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材料供应有限公司 奥琳 粤AQBQTⅢ201503693 

13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艺柠建材经营部 奥琳 粤AQBQTⅢ201503694 

14 广州锦达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奥琳 粤AQBQTⅢ201503695 

15 广东开门七件事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奥琳 粤AQBQTⅢ201503725 

16 广州市新大班沐足休闲有限公司 奥琳 粤AQBQTⅢ201503735 

17 广州伟辰侨怡苑咖啡有限公司 奥琳 粤AQBQTⅢ201503736 

18 广州诺朗服装有限公司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87 

19 广州市万鲤玻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88 

20 广州市麦点九毛九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万菱汇分店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683 

21 重庆味千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区天汇城分店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684 

22 广州极限游艺娱乐有限公司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685 

23 广州市麦点九毛九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太阳新天地分店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686 

24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今食尚餐厅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687 

25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创基百货超市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00 

26 广州市梦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01 

27 广州市嘉门餐饮有限公司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02 

28 广州市天河区科技味道门炭火烧肉店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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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广州市天河区科技渝香川府酒家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27 

30 广州市天河区译动网吧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29 

31 广州长嘉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30 

32 广州市战域互联网上网服务有限公司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37 

33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穗鑫货运咨询部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38 

34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湘辉货运咨询部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39 

35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泰华货运咨询部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40 

36 广州天河金潮酒楼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66 

37 广州市食尚国味饮食管理有限公司花城大道分公司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68 

38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田田火餐厅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69 

39 深圳市恒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71 

40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新辉货运咨询部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72 

41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顺达货运咨询部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73 

42 福州德克士食品有限公司天汇城牛肉面餐厅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74 

43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湘聚阁土菜馆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77 

44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华逸西餐厅 昌霖 粤AQBQTⅢ201503785 

45 广州市金萍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昌霖 粤AQBSMⅢ201500204 

46 广州金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昌霖 粤AQBSMⅢ201500205 

47 广州中海酒店有限公司 合信 粤AQBSMⅢ201500197 

48 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  华鉴 粤AQBFZⅢ201500221 

49 广州市增城金蚕丝纺织厂 华鉴 粤AQBFZⅢ201500224 

50 广州市黄埔区富尼服装加工厂 华鉴 粤AQBQTⅢ201503871 

51 广州市铿锵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芳村分厂 华鉴 粤AQBQTⅢ201503795 

52 广州德顿润滑油技术有限公司 华鉴 粤AQBQTⅢ201503829 

53 广州金都彩印有限公司 华鉴 粤AQBQTⅢ201503830 

54 广州市黄埔泽泉纯净水厂 华鉴 粤AQBQTⅢ201503831 

55 广州市增城富利包装厂 华鉴 粤AQBQTⅢ201503832 

56 广州燕莎鞋业有限公司 华鉴 粤AQBQTⅢ201503854 

57 广州伯嘉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华鉴 粤AQBQTⅢ201503767 

58 广州市宝达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华鉴 粤AQBSMⅢ201500200 

59 广州品食乐维邦食品有限公司 华学 粤AQBQGⅢ2015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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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广州市卓易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金方圆 粤AQBJXⅢ201500900 

61 广州市港作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金泰达 粤AQBQTⅢ201503875 

62 广州凯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金泰达 粤AQBQTⅢ201503764 

63 广州泛亚聚酯有限公司 靖安 粤AQBQTⅢ201503872 

64 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盛电气有限公司 九域 粤AQBQTⅢ201503793 

65 上海新欧尚超市有限公司广州高德发发店 九域 粤AQBQTⅢ201503750 

66 广州市七彩游乐园有限公司  九域 粤AQBQTⅢ201503760 

67 广州泉丰纺织品有限公司 劳安 粤AQBQTⅢ201503869 

68 广州市叁宝冷冻有限公司 劳安 粤AQBSMⅢ201500203 

69 广州市华进展览展示用品有限公司 铭安 粤AQBQTⅢ201503792 

70 广东欣华房产有限公司 铭安 粤AQBQTⅢ201503762 

71 广州市白云市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世和 粤AQBQTⅢ201503699 

72 广州市味美鹅香餐饮有限公司 世和 粤AQBQTⅢ201503728 

73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喜庆酒家 世和 粤AQBQTⅢ201503761 

74 广州市奇成模具有限公司 松昌 粤AQBJXⅢ201500917 

75 广州市兴盛喷涂有限公司 松昌 粤AQBQTⅢ201503858 

76 广东翔龙建材有限公司 松昌 粤AQBQTⅢ201503859 

77 广州市迅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松昌 粤AQBQTⅢ201503860 

78 广州市瑞强印刷材料有限公司 松昌 粤AQBQTⅢ201503861 

79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丽旺缘餐饮店 松昌 粤AQBQTⅢ201503753 

80 广州市福宴餐饮有限公司 松昌 粤AQBQTⅢ201503754 

81 广州市天河区科技祥旺缘餐饮店 松昌 粤AQBQTⅢ201503755 

82 广州市华旺缘餐饮有限公司 松昌 粤AQBQTⅢ201503756 

83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都乐缘餐饮店 松昌 粤AQBQTⅢ201503757 

84 广州市天河区科技科旺餐厅 松昌 粤AQBQTⅢ201503759 

85 广州市天河区科技龙旺餐饮店 松昌 粤AQBQTⅢ201503765 

86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名旺餐厅 松昌 粤AQBQTⅢ201503775 

87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百旺缘餐饮店 松昌 粤AQBQTⅢ201503776 

88 广州市华裕茶叶综合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万保 粤AQBQTⅢ201503734 

89 广州市今生有约美容连锁企业有限公司 万保 粤AQBQTⅢ201503784 

90 广州市穿越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萝岗分公司 万保 粤AQBSMⅢ201500196 



 

 - 4 -

91 广州欧京玛服饰有限公司人和分公司 奕睿 粤AQBFZⅢ201500222 

92 广州印泽时装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FZⅢ201500223 

93 广州森浩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500901 

94 广州市人和高增电泳厂 奕睿 粤AQBJXⅢ201500902 

95 广州奥松电子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500903 

96 广州市白云区歆嘉电子厂 奕睿 粤AQBJXⅢ201500904 

97 广州市跃马电器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500906 

98 广州佑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500907 

99 广州德万电器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500908 

100 广州市江川印花设备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500909 

101 广州市众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500910 

102 广州市力可欣电子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500912 

103 广州飞翔视听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500913 

104 广州威雅斯微波设备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500914 

105 广州中链机车部件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500915 

106 广州流星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JXⅢ201500916 

107 广州市白云区顺龙服装货架道具厂 奕睿 粤AQBQGⅢ201500707 

108 广州市白云区高增楼梯厂 奕睿 粤AQBQGⅢ201500708 

109 广州欣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GⅢ201500709 

110 广州新锐视点展示用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GⅢ201500710 

111 广州市广之香食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GⅢ201500711 

112 广州市广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GⅢ201500713 

113 广州高尚家具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GⅢ201500716 

114 广州市碧蜜思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GⅢ201500717 

115 广州市白云区味鲜食品厂 奕睿 粤AQBQGⅢ201500718 

116 广州市智展家具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GⅢ201500719 

117 广州市白云区兴万鑫塑胶模具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798 

11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799 

119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曼克皮具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00 

120 广州市天河荣艺印刷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02 

121 广州市白云区乔薇尔美发用品用具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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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04 

123 广州康亦联纸业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05 

124 广州市柏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06 

125 广州市百荷美容美发用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07 

126 广州豪潞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08 

127 广州人和鹤亭粘胶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10 

128 广州市白云区翘和喷雾器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11 

129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顺康五金塑料模具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12 

130 广州云辉塑料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13 

131 广州市金瀚荣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14 

132 广州市瑞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15 

133 广州圆方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16 

134 广州歌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18 

13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19 

136 广州市白云区连明吸塑包装制品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20 

137 广州市白云区粤昊玻璃镜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21 

138 广州千旺皮制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22 

139 广州大铕皮具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23 

140 广州市白云区鸿兴模特道具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24 

141 广州市白云区莱媚美容美发日用化妆品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33 

142 广州澳盈日化包装用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34 

143 广州市芭俪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35 

144 广州奕明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36 

145 广州市意弘骏皮具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37 

146 广州雅星箱包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38 

147 广州市白云区文浩精细化工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39 

148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荻薇日用化妆品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40 

149 广州市志远眼镜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41 

150 广州金鹰彩印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42 

151 广州广圣皮具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43 

152 广州恒沅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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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广州市姿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45 

154 广州市振兴灯饰电器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46 

155 广州市白云区迈可苏工艺品精雕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47 

156 广州市喜业婴儿用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48 

157 广州市立子春皮具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49 

158 广州鑫爱日用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50 

159 广州市弘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51 

160 广州骏通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52 

161 广州市歌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53 

162 广州市靓鑫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55 

163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梦琅莎皮具制品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56 

164 广东圣鹿太平洋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57 

165 广州市白云区恒立乳胶手套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62 

166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新锦丰皮具制品厂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63 

167 广州市度彭皮具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64 

168 广州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865 

169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华隆百货店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741 

170 广州市湛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744 

171 广州惠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745 

172 广州市亲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746 

173 广州市广鸿足疗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747 

174 广州沸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748 

175 广州伊琪乐康体设备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758 

176 广州市盛鸿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779 

177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喜来棋牌室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780 

178 广州鹏杨办公耗材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781 

179 广州戈蓝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QTⅢ201503782 

180 广州市天河区祥兴商务酒店 奕睿 粤AQBSMⅢ201500210 

181 广州市天天酒店有限公司 奕睿 粤AQBSMⅢ201500211 

182 广州市黄埔双沙明兴储运仓库 元景 粤AQBSMⅢ201500199 

183 广州市黄埔区双沙华坑华发物资仓 元景 粤AQBSMⅢ201500201 



 

 - 7 -

184 广州市新中南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元景 粤AQBSMⅢ201500202 

185 广州市强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JCⅢ201500033 

186 广州市家富食品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QGⅢ201500706 

187 广州同盈陶瓷原料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QTⅢ201503797 

188 广州市宏粤彩印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QTⅢ201503801 

189 广州锐锴机械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QTⅢ201503809 

190 广州市利大鞋业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QTⅢ201503867 

191 广州宏港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QTⅢ201503703 

192 广州市钜轩贸易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QTⅢ201503742 

193 广州市钢骏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QTⅢ201503743 

194 广州市穗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QTⅢ201503749 

195 广州市富淳贸易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QTⅢ201503751 

196 广州洋扬航运代理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SMⅢ201500206 

197 广州百佳超级市场有限公司珠江俊园分店 正维 粤AQBSMⅢ201500207 

198 广州市骏顺贸易有限公司 正维 粤AQBSMⅢ201500208 

199 广州市顺銮君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FZⅢ201500220 

200 广州市创润实业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503870 

201 广州市裕轩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500905 

202 广州市海清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JXⅢ201500911 

203 广州粤丰混凝土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503682 

204 广州市白云南粤防火门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503873 

205 广东海阳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503874 

206 霸王（广州）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GⅢ201500714 

207 广州市增城日又康餐具消毒服务部 中京 粤AQBQGⅢ201500715 

208 广州市增城鲲翔纸品厂 中京 粤AQBQTⅢ201503817 

209 广州市现代电子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503825 

210 广州威立雅固废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503826 

211 广州丽昌服装配料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503827 

212 广州合美电动车实业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503828 

213 广州市荣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中京 粤AQBQTⅢ201503705 

214 广州市增城江濠商场 中京 粤AQBSMⅢ2015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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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广州三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89 

216 广州倍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696 

217 广州市天河顺合装饰经营部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04 

218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新辉煌卫厨经营部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06 

219 广州市天河天平榕耀装饰材料行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07 

220 广州市康德龙卫浴有限公司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08 

221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汇丽装饰材料商店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09 

222 广州市天河天平崇华金岛装饰材料经营部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10 

223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潮联商店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11 

224 广州市东荣安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12 

225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粤丰建材经营部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13 

226 广州市御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14 

227 广州市天河天平永亮不锈钢五金商行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15 

228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鑫航五金经营部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16 

229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喜发天花装饰材料部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17 

230 广州靓艺照明有限公司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18 

231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雷高五金经营部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19 

232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骏泰隆灯饰部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20 

233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宏昌装饰材料部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21 

234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恒雅装饰材料部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22 

235 广州市天河天平东海木线工艺厂门市部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23 

236 广州市就系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31 

237 广州市三渔饮食有限公司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32 

238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金凰宾馆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52 

239 广州市天河区东站辉记潮州海鲜砂锅粥店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63 

240 广州俏江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众益安 粤AQBQTⅢ201503783 

241 广州市鸿盛家具有限公司  九域 粤AQBQGⅢ201500712 

242 广州市花都花城纸类制品有限公司 九域 粤AQBQTⅢ201503794 

243 广州市和发铸造有限公司 松昌 粤AQBQTⅢ2015038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