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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监管 坚持以质取胜
让消费者质量和服务同享

阳光消费 建设质量强国
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全国质量诚信标杆企业2015
全国质量诚信标杆企业
2015年
年
“3.15”
“3.15
”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承诺”
活动·承诺企业公告
主办单位：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

服务电话

天津 天津一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绿色车盟（天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爱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小鸟车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高仕电动车有限公司
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天津天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金士力佳友（天津）有限公司
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006518000
4000606089
0991-3713688
10109000
4008828890
022-86995959
4006631198
022-26998888
4006518666
4000905218 8008189818
4006660002

支持单位：
国家质检总局产品质量申诉处理中心
国家质检总局产品质量申诉处理中心

主要产品

夏利、威志、威姿、威乐、骏派品牌整车，发动机，变速箱
经营范围：汽车延保、质保技术服务
家俱
超级电视、乐视盒子
AIMA爱玛电动车、自行车、电动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电动三轮车、助力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车辆
高仕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
王朝（DYNASTY）牌系列葡萄酒、白兰地
TIENS天狮牌营养保健食品、保健用品，时光倩影牌美容护肤品，悠家牌家居用品
金士力芪参茶、银杏叶滴丸、益生菌粉、九尊肝脂胶囊、人参源胶囊，帝蘭系列护肤品套装等
“权健”骨正基、体用精油、卫生巾
可淇：孕产妇奶粉、双盾、360°金钻、爱+金钻、善U；可诺贝儿：超金钻、智A+、
4007790757 8008306382
多加多乳业（天津）有限公司
金钻、可诺贝儿金+
美联臣面膜等身体护理系列产品
4000183316
美联臣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瑞倪维儿牌化妆品
022-83961175
天津市康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十月天使品牌孕产期专用护肤品、婴唯爱品牌婴幼儿分阶段洗护用品
4006112000
天津盛世永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芬柔卫生巾、成人纸尿裤、成人拉拉裤、成人护理垫
022-82660162
天津市洁雅妇女卫生保健制品有限公司
依依卫生巾、卫生护垫、婴儿护理产品、成人护理产品
022-87988888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天立独流老醋、天立酱油
022-68815101
天津市天立独流老醋股份有限公司
“力”牌阀门系列
022-28618611
天津大站集团有限公司
KNAUF可耐福干墙及天花系统产品、建筑声学系统产品、安耐水泥板室外系统产品
4006000016
可耐福新型建筑系统（天津）有限公司
圣斯克木家具、沙发、床垫
www.sansk.com.cn
天津市圣斯克家俱有限公司
“意利达”民用卧房实木家具系列
4000800058
天津市意利达家具有限公司
致果空气净化器
4006089600
致果环境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威森节能系列产品（热量表、智能水表、智能控制阀、温控器、管理软件等）
022-22413333
威森节能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韦尔斯车用润滑油、工业油、防冻液、摩托车润滑油、润滑脂等
4006939808
韦尔斯润滑油（天津）有限公司
油老伴、艾纳、车小伴品牌全套汽车养护用品，汽、柴油助剂，调油用剂
4000405081
东木奥森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利达牌焊接钢管、热浸镀锌钢管、钢塑复合管
022-23976240
天津市利达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友发牌热镀锌钢管、钢塑复合管、涂塑管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4000223188
津达牌电线电缆系列产品
4000855760
天津市正标津达线缆有限公司
圣莱特牌锁闭调节阀、变风量阀、定风量阀、高效送风口、负压称量罩等
4000000717
天津市圣莱特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三优牌硅藻泥、硅藻粉、硅藻纯
4006775009
天津胜茂硅藻科技有限公司
奇林牌多功能干粉涂料、森林奇迹系列、氧满屋系列、森山居系列
022-66358757
大美泰康（天津）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安速牌电热蚊香液、杀蟑饵剂、杀虫气雾剂等卫生杀虫用品
022-59832120
天津阿斯化学有限公司
哈弗SUV、长城皮卡、长城轿车
4006661990
河北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汽车（威虎皮卡、广汽中兴C3、广汽中兴GX3）
4006032000
河北中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长安牌轻型载货车、客车、专用车
4000886666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风帆”、
“SAIL”牌汽车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4001600482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华岐”牌钢管
0318-6018032
衡水京华制管有限公司
华岐牌直缝电焊钢管、热镀锌钢管、螺旋缝埋弧焊钢管
0315-3371628
唐山京华制管有限公司
锅炉管、流体管、结构管、护栏板、立柱、卷板等
0314-4078404
承德万利通集团万利钢管有限公司
金鱼、鱼友、海鱼、漆麟品牌油漆、涂料
4007076606
石家庄市油漆厂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家具
0316-8333968
香河好百年家具博览中心
卡尔•凯旋整木家居、实木复合门、原木门、楼梯、节能门窗等
4006630335
秦皇岛卡尔•凯旋木艺品有限公司
康姿百德床垫、枕头
010-67155527
秦皇岛康姿百德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双宁功能性保健床垫、睡枕
4006658399
秦皇岛双宁卧具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玫瑰缘湿巾
4000899019
沧州聚缘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MONDO牌PVC地板、橡胶地板
010-61598814
盟多地板（中国）有限公司
“康辉”牌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管材管件、电工套管、安装盒、PP-R管材管件、地暖管、发泡板
0311-88714026
河北康辉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安耐驰精驰、安耐驰风、安耐驰神、耐驰品牌润滑油、抗磨剂、节能剂、防冻液
4000601610
安耐驰河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蓝世家”润滑油、防冻液、制动液、车用尿素
4006126996
黄骅市华威工贸有限公司
乐野牌杏仁露、杏仁粉，大帝牌果汁饮料
0314-6297128
承德乐野食品有限公司
兰运牌医用车、床、台、架、柜、轮、椅、垫等医用设备
河北省霸州市长城医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0316-7216703
硅藻泥系列、环境治理系列、艺术装饰、内墙乳胶漆、外墙乳胶漆、保温材料等
倍优迪硅藻泥-河北倍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0311-89876819
京石牌弹性体（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强力交叉
4006999586
河北新星佳泰建筑建材有限公司
膜防水卷材、耐根穿刺防水卷材、非固化橡胶沥青防水涂料、喷涂速凝橡胶沥青防水涂料
金属管件
0315-6162673
河北建支铸造集团有限公司
消防管件
0316-5792298
廊坊华凌玛钢铸造有限公司
喜创牌锅炉、采暖炉、太阳能
0317-3350888
任丘市创新采暖设备有限公司
派尼尔散热器
4006125208
唐山市派尼尔科技有限公司
大通牌散热器，自行车、电动车配件
022-69357298
唐山大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睿农牌农业机械、零部件、非标设备
0311-85030090
石家庄铁鑫机械有限公司
聚乙烯防腐冷缠带和防腐底漆、聚丙烯增强纤维防腐冷缠带和KF底漆、聚乙烯热收缩带、
0316-2809889
聚乙烯热收缩套、聚乙烯热收缩防水帽、补伤胶、补伤片、固定片、无溶剂环氧底漆、
廊坊市中油嘉昱防腐技术有限公司
夹克底胶、粘弹体防腐胶带、粘弹体防腐膏、管道密封腻子、管道绝缘支架、聚氯乙烯工业膜
0315-6180333
唐山鑫业科技有限公司
“DEJUN”牌油任、堵头、补芯、管件
0351-8305271
山西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炼焦精煤、优质动力煤、喷吹煤、焦炭及电力、煤化工产品
www.cnluan.com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潞安牌精煤、喷吹煤、混煤
4006611099
江铃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JMCH重型商用汽车
0351-7925155
山西日本能源润滑油有限公司
JOMO（矫马）车用润滑油、工程机械用润滑油、工业用润滑油等
4008113163
山西陈世家酿业有限责任公司
陈世家酿造食醋
4000355928
山西沁州檀山皇小米发展有限公司
“檀山皇”小米、
“沁州黄”小米、小杂粮
4000351851
山西天娇红枣业开发有限公司
“天娇红”干制红枣、浓缩枣汁
伦嘉（生态床垫、被子、枕头、床上用品）、生态服饰/家居用品、居室环境净化品、
4006531221
太原市伦嘉生态健康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生态有机食品等
特仑苏、真果粒、未来星、焕轻、酸酸乳、新养道、冠益乳、优益C、现代牧场、
内蒙古
8008053333
纯甄、蒂兰圣雪系列产品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液态奶、冷饮、奶粉、酸奶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8169999
鄂尔多斯羊绒系列产品
内蒙古鄂尔多斯服装有限公司
010-66297388
载重车、自卸车、半挂牵引车、改装车、专用车和全驱动车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8008050118 4006609595
阿特拉斯ATLAS履带式液压挖掘机
阿特拉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4007216666
鹿王羊绒制品
内蒙古鹿王羊绒有限公司
0472-4112208
绒顶牌山羊绒、驼绒、细羊毛被及绒毛床垫
内蒙古鑫隆防寒制品厂
0471-4251780 7393019
亿福康、草原康神原榨、鲜榨、初榨亚麻籽油
呼和浩特市草原康神食品有限公司
4000005851
“沙漠之花”沙棘、杏仁系列饮品
内蒙古沙漠之花生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4000476668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
包头市同利家电有限责任公司
0472-2852180
黄海牌皮卡及SUV、大中型客车（清洁能源客车、新能源客车）、轻型商务客车、
辽宁
4008600303
特种专用车、各类改装车等整车，曙光牌车桥及零部件产品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轿车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4008188333
金杯轻卡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4006559888
金杯品牌商务车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
4008188333
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
4008179777
道依茨BF、TCD系列柴油机，CA4DD、CA4DC、CA4/6DK系列柴油机
大连固特异轮胎有限公司
4008899885
固特异、飞艇、飞足品牌轿车轮胎、卡客车轮胎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4006159999
沈一机、中捷、SMTCL牌普通机床、数控机床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006265557
普通车床、数控车床、加工中心、柔性加工自动生产线及ITECH等系列产品
辽宁兰天炉窑集团有限公司
0412-3772172
银海牌锅炉、压力容器，兰天牌煤气发生炉、除尘器、钢构彩板、风机
辽宁华原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024-74381777
桥、门式起重机械
盼盼安居门业有限责任公司
8008902105
盼盼防盗门、防火门、白钢门、钢木门、车库门等
辽宁苏泊尔卫浴有限公司
4008005656
SUPOR水龙头、水槽、花洒、挂件、陶瓷、浴室柜
大连中盈电子有限公司
4008882296
中盈牌针式打印机
沈阳鲁博厨业有限公司
4006782799
盛京鲁博品牌蒸饭车、炒菜灶、工作台、保温菜台、货架、开水器、排烟罩、冰柜
新生活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4006550603
化妆品、生活用品、健康食品
熊津豪威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
4006500776
奢丽特化妆水、润肤霜等
沈阳维萨那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4008055607
维萨那兰女性护理精品组合
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4006601951
辉山牌巴氏杀菌乳、灭菌乳、发酵乳、调制乳、含乳饮料、婴幼儿配方乳粉
大连保税区倍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008850033
爱达力婴幼儿配方奶粉
辽宁天淇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4000249000
天淇牌冰淇淋、雪糕
沈阳中街冰点城食品有限公司
024-88081558
中街冷冻饮品
盘锦禹王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0427-2856881
禹王精装修系列防水涂料、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高分子片材、防水涂料
辽宁西洋特肥有限责任公司
0416-5568888
西洋牌复合肥料
中法A9高级润滑油有限公司
0427-2853386
A9润滑油系列
骊云环科（营口）科技有限公司
0417-8200188 18641702688 “添然洁”汽、柴油复合节能环保清净剂
沈阳巴菲克实业有限公司
4006550900
巴菲克地板、木门
沈阳夏图木业有限公司
4000404121
夏图地板、木制品、定制家居
沈阳金飞马制漆有限公司
024-88201308
金飞马牌各种油漆、涂料

企业名称

吉林 一汽解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一汽-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
一汽客车有限公司

服务电话

主要产品

4006560777 0431-87666666
0431-85768888
4008171888
4008171888
0431-84626052 4000042666

解放J6系列牵引、自卸、载货、专用等产品
红旗、奔腾、欧朗、Mazda等系列乘用车
CC、迈腾、速腾、高尔夫、捷达、宝来品牌汽车
奥迪汽车
解放牌6-18米各类客车及客车底盘、消防车底盘
各类车用润滑油、齿轮油、
（抗磨）液压油、变速箱油、刹车油、防冻液、尿素溶液、
长春一汽四环本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0431-87987889 4006867555
润滑脂、玻璃水
皓月鲜、冻牛肉，熟食，生化产品，饲料
吉林省长春皓月清真肉业股份有限公司 8008468799
“小白山”蓝莓酒、晚摘山葡萄酒、冰酒
4008006321
吉林市虹翔小白山酒业有限公司
东狮牌888脱硫催化剂、JNT系列精脱硫剂、QYD脱硫塔专用传质内件等
0431-85038366
长春东狮科贸实业有限公司
百姓绿森林硅藻泥及相关产品
4000086521
长春市新空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硅藻泥
4000047719
长春市图图乐涂料有限公司
九三、津乐等品牌大豆油、豆粕、大豆磷脂、保健食品、豆腐
黑龙江 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4000009393
乳多宝系列婴幼儿配方奶粉、慧力宝系列婴幼儿配方奶粉、康年系列成人奶粉等
4007003451
哈尔滨乳多宝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大众汽车大众品牌（New Polo、Cross Polo、Polo GTI、New Santana 新桑塔纳、New Lavida 新朗逸、
上海
Gran Lavida 朗行、Cross Lavida 朗境、Passat 帕萨特、New Tiguan 新途观、Touran 途安、Lamando 凌渡）；
4008201111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汽车斯柯达品牌（Fabia晶锐、Octavia全新明锐、New Superb速派、Rapid昕锐、Rapid Spaceback昕动、Yeti野帝）
8008201902 8008202020 8008201912 凯迪拉克、别克、雪佛兰家用轿车、商务车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ZPMC港口机械及海工装备
021-58396666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光明新鲜牛奶、新鲜酸奶、常温奶、奶酪、黄油、奶粉等
021-62171717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口可乐、健怡可口可乐、芬达、雪碧、零度可口可乐、维他命获得、美汁源等
021-61928000
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限公司
饼干、糖果、咖啡、口香糖、固体饮料等
8008105536
亿滋食品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进口烈酒、葡萄酒贸易
021-23011000
保乐力加（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百威啤酒、哈尔滨啤酒等
4006111299
百威英博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上好佳（“Oishi”）膨化食品、薯片、糖果和饮料
021-59898588
上好佳（中国）有限公司
旺旺、旺仔、哎呦、开心、黑皮等品牌系列产品
4008211151
旺旺食品集团
魔法士干脆面、华丰三鲜伊面、华丰油泼辣子酸汤面、功夫双节棍和魔法奇冰饮料、
4006702835
金光集团（中国食品）
魔法e族系列产品
太太乐鲜鸡汁调味料
8008202518
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味好美调味品系列产品
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
8008201877
史云生原汁上汤、浓醇高汤，金宝汤浓缩汤
金宝汤太古（厦门）有限公司
8008208886
惠氏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
Wyeth惠氏婴幼儿配方奶粉
4007001826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多美滋婴幼儿配方乳粉、儿童配方乳粉，孕产妇配方乳粉
4008805288
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方便面、饮料
021-22158888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
康师傅绿茶、冰红茶、矿物质水、奶茶、果汁等系列产品
4006188080
日加满经典饮品，日加满蔓越莓营养素，日加满碳酸饮品，日加满娇源果味饮品，
日加满饮品（上海）有限公司
4008202996
日加满营养素强化果味饮料，日加满力水
依云牌法国进口矿泉水
达能依云食品营销（上海）有限公司
4008207006
哈根达斯冰淇淋、湾仔码头冷冻食品、妙脆角、果然多等
通用磨坊（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8008201380
经营范围：餐饮；产品：现磨豆浆、非矾油条、大王香菇卤肉饭、大王番茄牛肉面；品牌：永和大王
永和大王餐饮集团
www.yonghe.com.cn
经营范围：德克士西式快餐连锁
德克士
4006309907
瑞士莲巧克力
莲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4001801845
医药、作物营养产品、高科技材料
拜耳（中国）有限公司
021-61468282
多芬、奥妙、力士、中华、夏士莲、清扬、旁氏、金纺、凡士林、晶杰、家乐、可爱多、梦龙、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
www.unilever.com.cn
立顿、舒耐、凌仕等品牌的系列产品
施华蔻、施华蔻奢美至选、施华蔻恒时珍粹、施华蔻斐丝丽、施华蔻怡然、施华蔻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8008101587
幻彩、施华蔻染发摩丝、施华蔻got2b、丝蕴、光明、孩儿面、Fa
彩妆产品，护肤品，护发品和香水
021-52008999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六神、佰草集、美加净、高夫、启初、家安等品牌花露水、沐浴露、香皂、护肤品、
8008203808 8008202837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婴幼儿护理产品、家用化学品等
4008203988 4008216188
化妆品
4008211280
希思黎（上海）化妆品商贸有限公司
8008205083（梦妆）
梦妆、兰芝、雪花秀、悦诗风吟、伊蒂之屋、呂等护肤、彩妆、发用类
爱茉莉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8008203596（悦诗风吟）
相宜本草护肤品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4008890208
美素、自然堂、植物智慧、医婷品牌化妆品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21-62220000
莎莎化妆品
莎莎化妆品（中国）有限公司
021-62673377
SKINFOOD黑糖系列、蜂蜜系列、鱼子酱系列、番茄系列
思亲肤化妆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4000817000
3DR.品牌保养品系列、贝卡布品牌系列、沛缇品牌保健食品系列、优贝贝品牌婴儿
4006201618
克缇（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护理系列、优芙品牌个人护理系列、deyi品牌家居日用品系列等
021-52351111
上海韩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化妆品
4000757388
上海正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猫眼、洗颜堂、草洗木养品牌眼膜、洁面、面膜、BB霜、卸妆油、洗发水等
4000023399
黛妃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黛妃护肤化妆品
4008202715
上海霞飞日化有限公司
霞飞牌化妆品
www.beauty-diary.com.cn
统一（上海）保健品商贸有限公司
“我的美丽日志”护肤化妆品、美妆用品、保健食品
4006965858-6460
靓梵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化妆品
4000886033
上海多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Do Me Care品牌化妆品
4008203639
皮尔法伯（上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雅漾品牌化妆品
4006038322
上海悦目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世家绿豆泥浆面膜（鲜萃升级版）
021-61480581
上海暨轩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思梦肽、暨大MT、暨大MX、眸源春、生物美
021-54973879
上海采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爱屋、采逸灸道、逸品灸、碧玺国灸、医圣秘灸、三维灸体、东方臻灸、东方灸道
美国顺势一号、顺势营养滴液、顺势细胞食物滴液、顺势富氧矿素、顺势氨基葡萄糖维骨素、
021-61394988
上海顺美投资有限公司
顺势谷物一号浓缩营养滴液、顺势植物一号浓缩营养滴液；顺势氨基酸浓缩萃取液、顺势酵母
β-葡聚糖浓缩萃取液、顺势红酒素•红酒葡萄萃取液、顺势玛咖浓缩萃取液、顺势磷脂酰丝氨酸浓缩萃取液
4006907900
上海康倍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健佰龄GBEL系列营养食品
4001616360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春芝堂保健食品、护肤品
4008200869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美敦力医疗器械
丹麦瑞声达听力集团
8008582440 4008882440
GN ReSound瑞声达助听器
瑞声达听力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021-63229483
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
老凤祥珠宝首饰
8008208189
上海金伯利钻石有限公司
金伯利钻石及钻石饰品
4006131489 4006131479
上海黛恩妠珠宝有限公司
黛恩妠、捷琳娜、天使之瞳、魔焰系列情缘珠宝礼品
4008202048
东芝电脑网络（上海）有限公司
TOSHIBA笔记本
4006272273
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苹果Apple电脑、移动电话、音乐播放器、软件
8008206655
华硕电脑（上海）有限公司
华硕ASUS笔记本、Pad、主板、显卡、LED、光存储、台式机、网络产品
4008800008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PHILIPS家电、灯具、医疗设备
4008883526
Vivitek(丽讯）
经营范围：DLP技术从低端到10000流明以上高端投影机全线覆盖
数码复合机、桌面型激光打印机及多功能一体机、数码印刷系统、大幅面工程系统、
8008205146 4008205146
富士施乐（中国）有限公司
文件管理软件及解决方案、文件管理外包服务、色彩管理咨询服务等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8008202656
柯尼卡美能达多功能数码复合机、激光打印机、生产型数字印刷系统
“京瓷”彩色/黑白多功能数码复合机、彩色/黑白激光打印机、数码工程复合机、
4009208656
京瓷办公信息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办公文档解决方案
95105369
brother传真机、打印机、多功能一体机、标签打印机、家用缝纫机、扫描仪
兄弟（中国）商业有限公司
4007006655
手表、数码相机、电子辞典、电子乐器、计算器、投影机、手持终端
卡西欧（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4008827058
宾得PENTAX、理光RICOH照相机、数码相机及其配件附件、镜头、光学产品等
理光映像仪器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4008988588
显示器、投影机、商用大屏、海报机、云产品、电磁屏
优派公司（ViewSonic）
摄影摄像三脚架、摄影摄像云台、摄影摄像包、LED灯、手机配件、摄影服装、灯架、
021-62360808-363
漫富图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灯光照明配件等
4000888799
JVC音频、视频类产品
杰伟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4007008108
SVA品牌彩电
上海仪电电子多媒体有限公司
飞利浦商业显示器、Goodview商业显示器、Goodview数字标牌、Goodview仙视
4000969987
上海仙视电子有限公司
超窄边拼接、寓教教学一体机
经营范围：高精度测地型GNSS接收机、GIS数据采集终端、无线数传设备、水上测量产品、
4006206818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组合导航系统、变形监测系统、系统集成、移动测绘等解决方案以及相关软件开发应用
021-54883434 4006003434
上海三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三思、SANSI、SANSI三思品牌LED显示屏、LED照明灯
上海爱博才思分析仪器贸易有限公司 8008203488 4008213897
AB SCIEX质谱仪
8008205035
3M中国有限公司
3M全屋净水系统、空气净化器等
4008202667
上海浩泽净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OZNER浩泽水处理设备、空气净化设备
4008870190
美国怡口净水系统有限公司
“怡口”中央饮水机、中央净水机、直饮水产品、前置过滤器
A.O.史密斯家用-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净水机、空气源热泵热水器、采暖炉、家庭中央热水、
4008288988
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
家庭中央净水、软水机、太阳能热水器九大品类，商用-热水炉、热水锅炉、净水机三大品类
Culligan康丽根水处理设备及零配件
可滤康水处理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4008207318
4006889008
汉斯希尔水处理系列产品
东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4008155511
可菱水牌家用净水器及其滤芯
三菱丽阳（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4007284600
蓝飘尔净水器
美蓝飘尔（上海）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4006990009
KGC康杰士净水器
智猫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质量网（http://www.11412365.cn）、中国产品质量申诉处理网（http://www.12365315.cn）、中国经济网“质量经济”频道（http://12365.ce.cn）、中国消费网“质量报告”频道（http://12365.ccn.com.cn）在线公告 咨询电话：010-64201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