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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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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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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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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万安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耐福新型建筑材料（芜湖）有限公司
安徽尊龙环保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安徽省鸿申压缩机有限公司
界首市南都华宇电源有限公司
福建 特步（中国）有限公司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日立数字映像（中国）有限公司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福建奔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福建新龙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海安橡胶有限公司
福建柒牌集团有限公司
虎都（中国）实业有限公司
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爱都服饰（中国）有限公司
骆驼（福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艾玛思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水源星（厦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
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石狮市福盛鞋业有限公司
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泉州匹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三六一度（中国）有限公司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开心米奇（福建）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泉州市永高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大黄蜂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晋江明伟鞋服有限公司
笨笨熊（福建）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红孩儿（中国）有限公司
福建省助兴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麦凯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仟佰盾（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节能海东青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盼盼食品集团
回头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好彩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龙岩市喜浪米业有限公司
厦门印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通士达照明有限公司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中兰通电梯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福硕线缆有限公司
泉州七洋机电有限公司
福州福达仪表有限公司
厦门优客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大端家居（厦门）有限公司
诚丰家具（中国）有限公司
厦门东港环美家具有限公司
厦门市雅丽发家具设计装饰有限公司
波力马高分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福建省晋江豪山建材有限公司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中宇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鼎尊卫浴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陆风汽车营销有限公司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有限公司
四特酒有限责任公司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深安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固欧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 海尔集团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电子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三菱重工海尔（青岛）空调机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特种电冰柜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空调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海信（山东）冰箱有限公司
浪潮乐金数字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通信有限公司
青岛日日顺乐家水设备有限公司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厨房设施有限公司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山东鲁宇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中航黑豹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科乐收金亿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汇金彩钢有限公司
山东水总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
蓬莱京鲁渔业有限公司

0551-6381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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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通PE螺旋波纹管、PE塑钢缠绕排水管、塑料波纹管、PE燃气管、PE给水管、PPR管材及管件
PE给排水管材管件、PE燃气管材管件、PE缠绕结构壁管道、PPR给水管材管件、
4000183099
PE-RT地暖管材管件、PB给水管材管件、PE检查井等
40060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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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61-3048835
尊龙牌硅藻泥装饰壁材、内外墙水性涂料、外墙保温材料
0552-3117658
鸿申牌压缩机、压力容器
0572-6129825
南都牌助力车动力电池
0592-2933333
特步、XTEP运动鞋、服、配件
8008582222
DELL服务器、笔记本、台式机、打印机等
8008581061
HITACHI投影仪、光学镜头、摄像机
4006611666
东南品牌（DX7、V6菱仕、V5菱致、V3菱悦、得利卡）；三菱品牌（三菱翼神、三菱戈蓝、三菱蓝瑟）
4006551889
梅赛德斯奔驰商务车
4008867866
金旅牌大中轻型客车
4000333700
微面（福汽启腾M70）
4006618668
厦工XGMA装载机、挖掘机、小型机、叉车、压路机、平地机、泵车、旋挖钻等
0594-6762625
LUAN全钢巨型工程子午线轮胎
0592-6306158
柒牌男装
0595-22137356
虎都男装经典系列、时尚系列、休闲系列
0594-5366888
才子衬衫、西服、夹克、T恤、毛衫、西裤、休闲裤等系列产品
8008585677
“七匹狼”牌服饰（夹克衫、T恤衫、西裤以及配饰等）
4000978000
JORYA、JORYA weekend、GIVH SHYH、ΛNMΛNI（恩曼琳）、CAROLINE、AIVEI以及QDA品牌女装
0595-82226599
爱都牌西服、毛衣、衬衫、T恤、夹克、风衣、棉衣类、休闲裤等
4006617788 4000059557
乐登旗下CAN•TORP肯拓普品牌、Sevlae圣弗莱品牌户外鞋服、装备
心相印、品诺生活用纸；安乐、安尔乐、七度空间、安儿乐妇幼卫生用品；安而康
0595-85708888
纸尿裤；心相印、品诺湿巾
4008859880
按摩椅、按摩便携式产品等
4000767006
太阳镜、光学镜
4007880999 0592-7622728
龙凤城净水设备（台湾）
4008886133
青蛙王子儿童护理系列产品
0595-88703983
富贵鸟皮鞋
0595-88708686
木林森牌休闲皮鞋
4008856000
Anta运动服装、运动鞋、配件
0595-22908199
PEAK鞋、服装、体育用品及器械
0592-3790111
361°运动鞋、运动服装、运动配件
8008585888
贵人鸟牌鞋服及配件
4006969278
开心米奇童鞋、童装、配件等
4006890968
永高人运动鞋、休闲鞋
0595-85180471
大黄蜂童鞋、童装
4000969882
CAMKIDS青少年户外装备系列产品
4006668408
笨笨熊儿童运动鞋、皮鞋、硫化布鞋等
0595-24697236
红孩儿童装
4006090068
助兴、BABODOG品牌童鞋
4000403288
麦凯MEINKIND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手推车、儿童用品等
4008009310
CHIEFDON仟佰盾口罩、手套、雨鞋、防护衣等
0595-85252788
COSTIN针刺过滤材料，再生橡胶、胶粉，服装，无纺土工布，无纺鞋材，人革基布，环保购物袋
“达利园”糕点类、
“可比克”薯片类、
“好吃点”饼干类、
“和其正”凉茶、花生牛奶、
0595-87310881
乐虎牌功能饮料
盼盼法式小面包、软面包、软华夫、梅尼耶干蛋糕、肉松饼等烘焙食品及麦香系列、
4000585985
艾比利薯片等膨化食品
回头客牌欧式蛋糕、铜锣烧夹心蛋糕、华夫饼、薯片等休闲食品
4001118488
好彩头牌小样酸Q糖、弹恋爱水晶糖、小样小乳酸、蒸蛋糕
4008513555
喜浪大米
0597-4829583
印天交互式系列产品红外SR/MR/L系列、电磁T系列、电容CP系列、光学DV/DM系列，液晶交互式一体机
4006559919
TS系列，多媒体电子白板一体机系列，印天交互操作软件V3.0，印天I Kids交互式幼儿教学系统V1.0
KELONG牌信息化设备用UPS电源、工业动力UPS电源系统设备、建筑工程电源、
4008089986
数据中心产品、新能源产品及配套产品
LED灯、节能灯
4006919168
经营范围：LED光电产品、家电通讯产品，综合节能技术服务
0591-83317999
ZOLEMDA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
4008827885
福硕牌WDZB-BYJ耐热无卤低烟阻燃聚烯烃绝缘电线
4006596669
七洋牌冷热计量表
4008857177
光电直读水表（有线、无线）及智能抄表系统、冷热水水表（湿式、干式、液封、水平式、
0591-83469690
可拆式）等各种水表及配件
8008582810
喜梦宝、Kids&Teen等品牌家具、床垫、家纺配饰
4008857869
大端家具、大端装修
0591-85388118
诚丰牌板式家具、红木古典家具、屏风、沙发、椅子、钢制品
0592-5592601
东港环美家具（桌子、椅子、班台、班椅、屏风、沙发等）
0592-7230599
雅丽发YALIFA办公家具、教学家具、酒店家具、实验室家具
0596-2109289
“波力马”塑胶跑道、球场材料
4006966333
豪山牌节能超轻质陶瓷砖、建筑外墙陶瓷砖
0594-2803777
乳胶漆、木器漆、辅料、胶粘剂、质感漆、多彩漆等
4006969888
JOMOO九牧厨卫
4008802789
龙头五金、卫生陶瓷、浴室家具、淋浴花洒、浴缸、淋浴房等
4008896918
鼎尊品牌单把面盆、菜盆龙头、淋浴花洒套装等
8008691099 4008801099
JMC轻卡、皮卡、全顺、SUV系列
4008879988 4008879986
利亚纳、北斗星、福瑞达等系列汽车和K系列发动机
4008833666
陆风汽车（陆风X5、陆风X8、陆风X9、陆风风尚）
4006650666
各类专用改装车
4001117999
四特东方韵、四特锦瓷、四特星级酒、四特1898等
0798-8470251
华意牌冰箱压缩机
0755-28987588
CHINO-E中诺电话机、手机、电源转换器
4009158188 0796-7389168
衣柜、移门
4006999999
Haier海尔空调、冰箱、洗衣机、彩电、热水器、厨电、生活家电、净水机
4008600011 8008600011
浪潮服务器、存储系统、自助终端、微型计算机、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
4006183066
同心牌柴油机
4006186668
HOWO T7H、HOWO T5G、HOWO、豪瀚重卡
4007608000
中通客车整车、底盘、座椅等零部件
4006582999
五征农用车、农业机械、载货汽车
4006999999
海尔冰箱
4006999999
Haier海尔彩电
4006999999
卡萨帝、海尔、统帅品牌柜式空调、挂式空调、窗式空调
4006999999
海尔商用空调、中央空调
4006999999 0532-88938503
“三菱重工海尔”空调
4006999999
Haier冷柜
4006111111
Hisense海信空调、KELON科龙空调
4006111111
海信牌、容声牌冰箱、冷柜、洗衣机
4008199999
LG 3G、4G智能手机
4006999999
海尔手机
4009999999
海尔净水机、饮水机、商用净水机、开水平台、水盒子、净芯杯
九阳健康饮食电器（豆浆机、料理机、榨汁机、开水煲、电压力煲、电饭煲、电磁炉、
4006186999
净水机、面条机、抽油烟机、消毒柜、热水器、灶具、健康豆料等）
澳柯玛冰箱、冰柜、洗衣机、空调、生活电器
4006187777
海尔整体厨房、衣柜
4006999999
4006587999 4006587922 4006587911 山东临工“SDLG”装载机、挖掘机、压路机、平地机、挖掘装载机等
DOOSAN挖掘机、装载机、铰接式卡车、滑移装载机
4000777888
鲁宇牌装载机、农用装载机、挖坑机、轮胎式甘蔗装载机、捡拾压捆机
0535-2316777
黑豹牌微小卡低速货车
4006588999
欧铃载货汽车、电动汽车、专用车
0533-5419308
春雨牌小麦收割机、玉米收获机、打捆机
0536-2532166
热轧线材、热轧棒材、热轧型钢、热轧宽带钢
0633-6188155
汇金牌镀锌板、彩涂板、绝热夹芯板、耐腐蚀建材
4009988345
水工金属结构闸门、启闭机
0531-88262184
LONG DA（龙大）调理食品、肉类产品、粮油产品等
0535-7717036
尽美牌肉鸡、兴贸牌玉米淀粉
4001885198
京鲁远洋牌冷冻调理水产品
8008602206

企业名称

服务电话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齐鲁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欣和企业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香驰粮油有限公司

0536-6339999
0535-8527813
0536-4905507
8008608388
4006283558
0635-4231069
4006680666
0543-2515888

主要产品

冷却肉、低温肉制品、发酵肉制品、速冻调理食品、酱卤肉制品
威龙牌葡萄酒
一品景芝、景阳春、景芝白乾、阳春滋补酒
吉祥云牌阿胶、复方阿胶浆、阿胶速溶粉、桃花姬阿胶糕
伊可新、盖笛欣、伊甘欣、伊之忧、阿奇霉素颗粒、益生菌粉系列、儿童立体口罩、退热贴
骏马、999、春蕊牌味精，鸡精，葡萄糖酸钠，有机肥
葱伴侣六月香原酿酱、六月鲜、黄飞红、味达美
天下五谷食用油
经营范围：爱敬、唯齿康、丽彩娜、渥速、欧蕾、凡蒂世家、帕克大叔、欧乐、韩之炫、
威海方正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4006899078
布罗家族、塔芙、慕勒、圣藤、曼斯莱尼、汀诺品牌进口洗护用品、食品等
青岛正大有限公司
正大、CP鲜冻分割鸡肉、速冻调制食品、熟制肉制品
0532-85589000
青岛奥利凯中央空调有限公司
奥利凯、ALKKT品牌中央空调及其配件、通风设备、空调设备、机电设备、空气净化设备及零部件
0532-86765678
顿汉布什水冷机组、离心机组、风冷机组、轻商产品、多联机产品、工业冷冻机组、
烟台顿汉布什工业有限公司
0535-7397888
冷却塔及末端产品、自动控制系统
中央空调及通风系列产品
山东启迪人工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4008770534
燃气壁挂炉、远红外电暖器
济南龙傲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4000191217
金猴皮鞋
金猴集团威海鞋业有限公司
0631-5666878
服装、印染、针织、牛仔、棉纺、化纤、精纺呢绒、家纺产品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008169869
LT.GRFF（鲁泰•格蕾芬）纱线、色织布、高支高密纯棉坯布、衬衫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0533-5415315
“耶莉娅”西服、大衣、冲锋衣、羽绒服
山东耶莉娅集团
0536-8959054
水波尔床垫
临沂市水波尔床业有限公司
0539-4610167
健身器材及配件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4006180099 8008600896
海来星电子脉冲艾灸仪、海来星能量水机、海来星超声波美容仪、海来星能量按摩椅、
青岛海星量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006968868
海来星酵素、频谱养生屋
山东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梦金园Au9999万纯金首饰
4001579999
狮王日用化工（青岛）有限公司
细齿洁牙刷、牙膏；小狮王牙刷、牙膏；渍脱牙膏
8008200540
山东维动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新能源电动汽车
4000160106 4000169106
明文利发牌机动车排气火花熄灭器100型、120型、160型，机动车排气火花熄灭器
青岛利发科工贸有限公司
性能检测台，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灯A型、B型、C型，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牌，
0532-86681219
汽车导静电橡胶拖地带，橡胶护套铜导体导静电拖地带，槽罐车装卸专用静电接地线卷盘
招远市远星机械有限公司
一字牌单多缸柴油机水泵、农业收获机械动力输出总成、各种离合器
0535-8332223
山东源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源根、山推小松、小松牌润滑油、润滑脂、防冻液、汽车养护品、造纸助剂等
4006183567
山东莫顿润滑油制造有限公司
莫顿牌各种车辆润滑油、工业润滑油、润滑脂、防冻液、排挡液等
4001881538
济南赛邦石油化学有限公司
赛邦Sober润滑油、防冻液
4006777109
山东鹏奥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易龙”汽车用油、工业用油、工程机械用油、变压器油及润滑脂、防冻液等众多石油产品
4000608699
山东科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科发车用润滑油、防冻液、工业油
4006186978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山牌铝合金建筑型材、铝挤压工业型材
0535-8666598
龙口市南山塑钢建材有限公司
南山牌采暖散热器、PE-RT地暖管、PP-R管材管件、PB管材管件、PVC塑钢型材
4000851818
济南鑫源暖通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鑫源牌铜铝复合散热器、钢制散热器、铸铁散热器
0531-87952066
汇源、鑫汇源牌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高分子聚乙
山东汇源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烯丙纶复合防水卷材、聚氯乙烯防水卷材、聚氨酯防水涂料、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涂料、
4006940828
JS、喷涂聚脲弹性体防水涂料
济南卓高建材有限公司
卓高美缝剂、真瓷胶、满填王、瓷流平
4000966991
青岛万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琴岛海之源牌贝壳粉生物纯浆、硅藻泥、贝藻泥
4000530532
青岛泥之韵环保壁材有限公司
“泥之韵”硅藻泥系列环保壁材
4000048625
山东慧洁漆业有限公司
4000692672 0546-8933155 HUIGI内外墙乳胶漆、真石漆、多彩漆
山东红日阿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艳阳天牌复合肥料、复混肥料、缓控释肥料、水溶肥料等
4001106677
“中化”、
“普欣”、
“美农”、
“好苗子”、
“一面旗”品牌聚合肽系列、缓控释肥系列、
中化山东肥业有限公司
稳定性长效肥系列、高塔全水溶系列、硝硫基系列、复合有机无机生物肥系列、
0539-6016102
氨基酸动力肥系列、双塔双效系列等高端优质新型肥料
中农舜天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中农舜天”牌脲醛缓释复合肥、酶控复合肥、氨化复合肥、农锌安增值肥
0539-7371205
山东三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方复合肥、硫酸钾
4000907600
山东聊城市联威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4006669802 0635-2873308 “联威”生态缓释磷酸二铵、生态缓释复合肥、土壤调理剂、生物菌肥、有机肥等
山东农兴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农兴牌棉花良种
0543-5640622
河南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盾构机（TBM）及隧道系列设备
4006659866
矿山设备、破磨设备、冶金设备、建材设备、工业炉窑、环保设备、大功率高压变频设备、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0379-64086198
水电设备、汽轮发电机组、成套电液系统装置、起重设备、大型减速器、大型铸锻件等
经营范围：双瑞牌金属挠性接管、桥梁支座、特种压力容器、金属爆炸复合材料、特种焊材、高压气瓶、
LNG气化器、轨道交通减（隔）振产品、腐蚀防护技术及产品、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铜镍合金构件、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 www.725.com.cn
特种合金阀门、钛合金构件、心脏支架、风电叶片、光电子信息材料、各向异性永磁材料、材料检测与失效分析等
宇通大中型客车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4006596666
NISSAN皮卡及其改装车、锐骐皮卡及其改装车、PALADIN多功能车、帅客、NV200、凯普斯达等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4006999766
双汇牌火腿肠、冷鲜肉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0395-2676978
CNE牌防爆/普通电动机、发电机，防爆/普通风机
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377-63258590
PG牌组合电器、断路器、隔离开关、SF6 回收装置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4006700312
羚锐通络祛痛膏（骨质增生一贴灵）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376-2973606
香雪海冰箱、冰柜
河南香雪海家电科技有限公司
4001094000
安彩牌紧凑型节能灯、LED天花灯、LED球泡灯、LED路灯、LED工矿灯、矿用LED巷道灯
河南安彩照明有限公司
4006592952
中国铝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0371-85500888 85500600 华豫•恒美牌铝合金建筑型材、工业用铝合金型材
河南恒美铝业有限公司
河南孟电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孟电牌P.O42.5、P.O52.5水泥
0373-6060600
安阳市湖波熟料有限公司
湖波牌熟料、水泥
0372-5689961
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
矿源牌桥、门式起重机，轻小型起重设备
4000373818
纽科伦（新乡）起重机有限公司
NUCLEON桥、门式起重机及轻小型起重设备
4000373922
河南金水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金水牌电线电缆
4006566999
郑州银鸽电缆有限公司
银鸽牌电线、电缆
4008381958
商丘加美亚无缝壁布销售有限公司
加美亚无缝壁布
4006588266
漯河市四通泵业有限公司
农发牌潜水泵、喷灌泵、发电机组、卷扬机
0395-3210188
洛阳轻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轻捷牌润滑油、制动液、防冻液
0379-67548256
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字宋河、宋河粮液、鹿邑大曲
0371-60117562 63283087
河南众品食业股份有限公司
禽肉类
0374-6219819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猪、鲜冻猪分割肉、熟肉制品、休闲食品、高端火腿
4001115276
河南永达食业集团
永达牌冻、鲜鸡肉，速冻调理食品，面、米食品，调味料
4006591999
焦作市明仁天然药物有限责任公司
名仁牌苏打水、六个柠檬
0391-7755999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丹乳酸、乳酸钙、乳酸钠等乳酸盐类产品及其衍生物
0394-3196766
郑州万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体悟口服液及“体悟”系列产品
0371-67896152
洛阳中北齿轮有限公司
中工牌齿轮、减速机、传动机械零部件
0379-64286385
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
大阳两轮摩托车、三轮摩托车、电动车
8008831601 4006591601
湖北 东风汽车公司
东风乘用车、商用车
027-84285591
东风轻型商用车营销有限公司
东风凯普特、多利卡、皮卡
8008800899 4008872727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康明斯系列柴油发动机
4008809119
湖北三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十通”载货车
4001899699
“劲达”商用车润滑油、齿轮油、液压油；
“佳驰”乘用车润滑油；
“凌浚”发动机冷却液及
东风嘉实多油品有限公司
4008885916
“全护”车用尿素溶液等
回天牌胶粘剂、润滑脂、方向机助力泵专用油，开牌润滑油、车用尿素，赛福特牌制动液、
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008567866
汽车养护用品，佑车道牌胶粘剂、养护品、制动液
4006087811
超洁全覆盖汽车脚垫、后备箱垫、汽车护理用品
湖北超洁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4008123456
TCL家用空调、商用空调、特种空调、空气能热水器、移动空调、壁挂式空气净化器
TCL空调器（武汉）有限公司
4008899717-2
SUPOR苏泊尔明火（压力锅、炒锅、蒸锅、汤奶锅、煎锅）
武汉苏泊尔炊具有限公司
4008959999
稻花香牌白酒、清样牌白酒、稻花香活力型牌白酒
湖北稻花香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0716-6228999
白云边陈酿系列酒
湖北白云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027-85051669
木兰红干红葡萄酒系列、五果红混酿型干红系列
湖北五果红酒业有限公司
4001686899
九朵玫瑰品牌玫瑰花汁饮品、花中水饮品
倪氏国际玫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0711-3755666
雅惠牌熟肉制品（卤鸭脖、卤鸭掌、卤鸭翅、卤鸭锁骨、卤翅尖、卤牛肉、卤鸭头、卤藕、卤蛋）
湖北雅惠餐饮有限公司
8008800918
洁婷卫生巾、卫生护垫
湖北丝宝股份有限公司
4008878007
AOC、ENVISION显示器、液晶电视机、一体机
武汉艾德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8890787
烽火牌光纤光缆、光网络传输及宽带产品等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714-6366550
YSD牌液压（数控）剪板机、折弯机及其辅助配套设备
黄石华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祥云牌复混（合）肥料，水溶性肥料，磷酸一铵、二铵，过磷酸钙，氟硅酸钠，工业硫酸，
4008880696
湖北祥云（集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间苯二酚，液体无水氨，氢氧化镁，磷酸二氢钾
三宁牌复合肥、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一铵、碳酸氢铵、己内酰胺
4001803030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鄂中牌复合（混）肥料、掺混肥料、磷酸一铵、磷酸二铵
0724-6901135
湖北鄂中化工有限公司
弘源牌复合肥料、磷酸一铵、过磷酸钙、磷矿石
0724-4859037
湖北中原磷化有限公司
“澳特尔”牌复合肥料
4008844099
湖北澳特尔化工有限公司
0710-7615481
湖北石花天友科技有限公司
高纯氯化钡、超高纯氯化钡、高纯碳酸钡、超细碳酸钡、高纯氢氧化钡、高纯硝酸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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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