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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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

服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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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
8008307722
健力宝运动饮料、第5季水果饮料、爆果汽果汁饮料等
巴马百年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4006698918
巴马百年富锶含硒天然泉水
鹤山市华山泉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4001138811
华山泉牌瓶（桶）装饮用水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
020-84763141
利口福、秋之风牌中秋月饼、莲蓉馅料、速冻食品、广式腊味、西饼面包、休闲食品
广东嘉豪食品有限公司
0760-88409938
嘉豪、劲霸、金蝉、三番、詹王品牌鸡汁、鸡粉、芥辣、汤皇、浓缩果汁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663-2918011
鸡精、鸡粉、鸡汁、玉米粳、青芥辣、吉士粉、番茄酱
广州致美斋食品有限公司
020-86346130 86349276 86347167 致美斋调味品
鹤山市东古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0750-8773112
东古调味品
佛山市洪雅特经贸有限公司
0757-82905611
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福仕特级初榨橄榄油
周大福珠宝金行（深圳）有限公司
4001669999
周大福珠宝
周生生（中国）商业有限公司
4008301878
周生生Chow Sang Sang珠宝、黄金等
深圳翠绿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0755-25683011
翠绿黄金、铂金、镶嵌、翡翠等饰品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007008777
潮宏基黄金、铂金及钻石镶嵌类
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
4001192020
金叶黄金珠宝首饰、宝玉石首饰、贵金属文化投资产品
金大福珠宝有限公司
4008826068
黄金珠宝、翡翠、铂金饰品、镶嵌、K金饰品等
龍鳳珠寶（深圳市金钻缘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4008845699
“龍鳳珠寶”黄金、铂金、K金、翡翠、珠宝首饰
深圳市艺华珠宝首饰股份有限公司
0755-82182128
金艺华品牌黄金、铂金、钻石、珠宝饰品
金至尊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4008899929
金至尊珠宝首饰
周六福珠宝有限公司
4008608388
周六福品牌黄金、铂金、钯金、K金、钻石镶嵌、翡翠饰品等
ENZO珠宝
4008899385
ENZO珠宝首饰
深圳市星光达珠宝首饰实业有限公司
0755-22239666
星光达牌贵金属镶嵌饰品、翡翠、彩宝
深圳赛菲尔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4007888777
“赛菲尔”万足金、钻石、翡翠、彩宝、金镶玉
金龙珠宝有限公司
4000662208
金龙珠宝GOLD DRAGON品牌黄金、铂金、18K金、钻石、翡翠、彩宝等
深圳市金利福钻石有限公司
4007701701
金利福珠宝（黄金、镶嵌、翡翠、珠宝饰品）
黄金、铂金、K金、镶嵌、钯金、贵金属、钻石、玉器、银、珍珠、红蓝宝石、饰品、
深圳粤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0755-83447999
工艺品等开发销售
金匠世家钻石、黄金
深圳市金匠世家珠宝有限公司
0315-5309696
“正大福”钻石、翡翠、黄金、铂金、K金以及其他镶嵌类产品
深圳市正大福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4001131499
卓尔珠宝（各类首饰、珠宝、玉器、钟表、首饰工艺品）
广州市卓尔珠宝有限公司
4006307126
港福珠宝（黄金、铂金、金镶玉、彩宝）
港福珠宝（深圳）有限公司
4008819068
穗锦珠宝、十一德翡翠馆
穗锦珠宝（深圳）有限公司
0755-82293727
服装、鞋包、美妆、母婴、居家等品类
广州唯品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6789888
“罗西尼”手表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
0756-3350875
“天王”牌系列手表
天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0755-81719888
雷诺/RARONE手表
深圳市雷诺表业有限公司
4008808888
mindray迈瑞监护仪、麻醉机、呼吸机、超声诊断仪、血液细胞分析仪、生化分析仪、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007005652
数字X射线机、磁共振成像系统
双鱼牌乒乓球、乒乓球台、乒乓球板；金雀牌羽毛球、羽毛球拍；长虹牌足球、篮球、排球
广州双鱼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020-87819349
Marshell牌电动观光车、电动高尔夫球车、电动巡逻车、电动消防车、电动老爷车、电动环卫车、
广东玛西尔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4008853980
电动仓储叉车、电动清洁机械、电动低速道路车、电动特种车、老人代步车、电动滑板车
好家庭品牌健身器材、保健器材、体育用品
深圳市好家庭实业有限公司
4000844008
广州保兰德箱包皮具有限公司
PLD女包、男包
4008821881
安迈特提箱（东莞）有限公司
旅行用品
0769-38838898 4001853818
维达纸业（中国）有限公司
维达Vinda手帕纸、面巾纸、卫生纸、湿纸巾
4006315138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玩具、动漫玩具、模型玩具、塑胶玩具
0754-85889555
东莞龙昌玩具有限公司
龙昌牌婴幼类玩具、电子益智类及机器人玩具
0769-86836266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邦宝塑胶积木玩具
4008302022
汕头市澄海区华达玩具有限公司
华达牌电动童车
4008301030
Comix齐心文件管理产品、办公设备、办公用品、文具产品、纸品本册、电脑周边设备、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7008688
LED照明设备等
东莞万善美耐皿制品有限公司
KORDCO美耐皿餐具
0769-86936888
广州家亮化工有限公司
佳能保鲜膜、保鲜袋、垃圾袋、铝箔盘、烹调纸
020-83259488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拉芳、雨洁品牌洗发露、沐浴露、香皂
8008301458
仙妮蕾德（中国）有限公司
化妆品、食品、保健食品
020-82208288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化妆品和洗护产品，旗下品牌包括美肤宝、法兰琳卡、幽雅、蕾菈、滋源等
4000008508
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黑妹口腔护理品、七日香护肤品、银谷食品添加剂
020-81216836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浪奇洗衣液、洗洁精
8008303229
好来化工（中山）有限公司
DARLIE黑人品牌牙膏、牙刷、漱口水
4008881166
广州卡迪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姿兰、凯芙兰系列产品
020-38848688
广东雅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丽花菁焕发礼盒、玉丽粉底露、佳雪芦荟霜、佳雪神鲜水、清逸洗发露
020-38730666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softto防脱洗发水、美白保湿护肤、瘦身等功能性个人护理产品
020-81320487
尚惠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巧迪尚惠、尚惠、茹妆品牌护肤品、彩妆品及身体乳等
4000808919
温雅化妆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温雅美发类产品和染发类产品
8008306070
经营范围：尹姬、尹妃、劳莎、尹媚、路易劳莎、G.1＋1、V嫊品牌美容品、
广东华好集团有限公司
020-87633131
彩妆品及楚伊养生会所连锁事业
深圳市绿馨颜日用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氏、纯新、白皙品牌护肤类、发用类、洁肤类、香水类化妆品
4008845600
澳丽达化妆品（深圳）有限公司
菲丽洁孕婴童洗护用品
0755-25132678
深圳市爱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爱丽化妆品
0755-82149248
AG-Magic、Veloce Life、Multi-Slim、Multi-Slim PLUS、DA Master、
深圳市亮而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4008003325
D-LIFE、A-Spa、艾米等美容仪器和御品养生系列美容产品
银杏、雅丽洁、新乐新、逗儿、8杯水品牌护肤、洗涤用品
广东雅丽洁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8008309895
情密密女性护理精品组合
广州市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008030130
韩伊、尚香品牌化妆品系列产品
广东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754-85867732
三日爱、芙蔓诗、柏丽源、爱之弦牌美容护肤系列、养生美容系列
开平市美康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008164848
馥珮御方祛痘系列
汕头市雅娜化妆品实业有限公司
020-86697378
兰皙、格蕾雅、皙优白品牌化妆品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020-87913818 86185996
活能、玛凯玛莉、蝶恋花系列产品
蝶恋花企业国际有限公司
4006780148
一膜就靓水润隐形蚕丝面膜
深圳市前海一膜就靓科技有限公司
4000818061
“芬丝尼”面膜、肌底液、洗面奶、护手霜
广州芬丝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006143088
婴肌坊/婴姿坊品牌孕婴童洗护用品
广州市亲贝贸易有限公司
4008362468
温碧泉化妆品
广州市巧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4008845007
GM护肤系列产品、本木宣言无硅油洗护系列产品
广州市汇芬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020-87512286
旗下主打品牌包括卡蕾伊、健克雅、阳光靓彩、4U植爱等系列，产品领域涉及
富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020-66811678
个人卫生及生活清洁用品、健康器材及健康用品、化妆品及个人护理品、保健食品
太太美容口服液、静心助眠口服液、意可贴、正源丹、鹰牌花旗参茶、鹰牌花旗参含片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1821188
长兴、一晶康品牌硬胶囊剂、软胶囊剂、片剂、口服溶液剂、粉剂、膏剂、酒剂、颗粒剂、
广东长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8335856
袋泡茶剂九大剂型
广东康力医药有限公司
加州熊牌灵芝胶囊、银杏软胶囊
4008876809
东方药林药业有限公司
“东方药林”益身元口服液
4000154120
广东绿瘦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绿瘦系列产品
4008833033
广州绿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身体荷尔蒙平衡霜、诺丽果粉、鱼子肽等抗衰品，护垫、洗液、凝胶等消毒用品、保健用品
4000121288
广东九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口服液、保健用品、日用品、化妆品、家用电器等
4000009735 020-28382333
广州市鑫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JDVC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批发零售贸易
020-38989250
广州暨大美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美塑、暨肽活源、TAT、V-TAT
020-85560716
广州朗顿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凯瑟琳青春素、凯瑟琳嫩白原液、诺德欣、美思满
020-38840341
珠海金稻电器有限公司
金稻牌家用美容仪
4006004856
安莉芳、芬狄诗、COMFIT、LIZA CHENG、E-BRA、安朵品牌胸围、内裤、睡衣、泳衣、
安莉芳（中国）服装有限公司
4008213899
棉毛衫和功能性产品及IVU男士内衣
文胸、裤仔、睡衣、暖衣、泳衣、家居服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8899925
奥丽侬文胸、内裤、家居服
广东奥丽侬内衣集团有限公司
0757-81136622
鳄鱼恤CROCODILE衬衫、T恤
鳄鱼恤（中山）有限公司
020-87575700
以纯牌休闲服饰
东莞市以纯集团有限公司
0769-89938888
音儿、诗篇、恩裳、歌中歌、奥丽嘉朵、十二篮品牌女装服饰
深圳影儿时尚集团有限公司
0755-83105988
MY TENO（马天奴）、La Danum（阿丹娜）、KODICE品牌女装
深圳市马天奴服装专卖连锁企业有限公司 0755-28717888
“潮流前线”品牌青春休闲服饰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0769-88389888
服装
深圳玛丝菲尔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4008401996
ELLASSAY歌力思服装、服饰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0755-83438860
CANUDILO服饰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020-83963777
Cabbeen服饰
卡宾服饰（中国）有限公司
020-38163000
汉崇HIMuomo男士休闲服饰
广州市汉崇服饰有限公司
020-81796142
ALT FINE ISM男士服装
广州蒙尔特应用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020-32213998
EMU依妙品牌服装
广州依妙实业有限公司
4008833320
“梵思诺”西服、大衣、风衣、茄克衫、毛衫、衬衫、T恤衫、裤等
深圳市梵思诺时尚服饰有限公司
4001156333
奥丝蓝黛、黄金身段show、丝芙丽品牌文胸、内衣，新海花边
汕头市时佳实业有限公司
0754-87626188
仙宜岱股份有限公司
0663-2355888
文胸、内裤、睡衣等

服务电话

主要产品

广州市今誉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淑女屋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意韵服饰有限公司
都市丽人（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市媛黛服饰有限公司
广东百斯盾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城市魅力服饰有限公司
东莞锦兔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蓝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020-32213999
0755-26755156
020-28662688
0769-86806666
4008623365
020-22082201
0755-88891858
0769-22181666
0755-83585584

a•YiLian、A•SGIRL女装
淑女屋、自然元素品牌服装、饰品、床上用品
Fankai梵凯女装、饰品
服装、内衣
LOVE ESTEEM爱黛内衣
百斯盾男女休闲服装
NEADOO女都服装
男仕正装及休闲系列（运动服及羽绒服除外）
STYLE WOMAN白翎风采淑女装

广东小猪班纳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9881

小猪班纳针织休闲服；儿童服装、学生服；牛仔服装；水洗整理服装；棉衣；羽绒服；连衣裙、裙套等

东莞市甲虫屋服装有限公司
广州英爱贸易有限公司
纽西贝儿健（深圳）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乐儿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宏高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宝宝好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久久时尚童装有限公司
广东婴姿坊婴童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融龙意儿童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妮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迪贝贝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奇宝乐园服装有限公司
法国超呵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美洁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香鳄王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柯玛妮克鞋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德高鞋业有限公司
广东森海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慕思寝室用品有限公司
穗宝集团

4008834422
4008307368
4006899441
4008041818
0769-87733251
4000754969
0760-87618885
4008569886
0755-25825202
4008870013

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8831800

东莞大宝化工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苹果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华隆涂料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一江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锐捷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
桂盟链条（深圳）有限公司
珠海珠江车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永恒头盔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广东精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奔达康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伟业铝厂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华昌铝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华豪铝型材有限公司
广东大明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4001885117
4008832928
8009003315
020-34750888
4008798698 020-34733705
4007700119
0755-27704871
0756-3980666
4006961239
4008866130
020-84861663
0755-84892080
0757-85558828
4008822673
4008812349
4008766668
0663-8855226

南塑建材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0755-84652030

广东德塑科技有限公司

4001129882

东莞市永通塑胶有限公司

0769-88833968

广东新中源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蒙娜丽莎新型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高明顺成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欧神诺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简一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依诺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楼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0757-85381702
4008880988
0757-82720000
4008803650
0757-88626111
0757-83612646
4001053288
0757-82521511
0757-82665772

0755-82225695

甲虫屋BEETLE HOUSE儿童服装
YEEHOO英氏、PEEKABOO皮卡泡泡、I PINCO PALLINO婴童服饰用品
Babe dream纽西贝儿健牌婴儿奶瓶、婴儿餐具、婴儿水杯、妈妈吸奶器
迪乐梦婴儿喂哺用品、儿童自行车
巧儿宜儿童推车、婴儿床、儿童安全座椅、高脚椅及秋千等
Kidstar童星牌车用儿童安全座椅
宝宝好童车
安奈儿婴幼童童装及饰品
DIZAI（棣仔）童装、
童装
“婴姿坊”品牌婴童外出服
小猪噜噜儿童服装、服饰

4008811869
4008227888
4008002108
0757-28331312
020-36917888
020-39301888转1113
4008882502
0757-85636117
0757-22802201
8008307532
4001881971

巴柯拉PCORA童装
奇宝乐园牌婴幼儿针织系列用品、服装
超呵、卡贝爽、皇派家族品牌婴儿纸尿裤、纸尿片
“美月爽”“
、BB乐”“
、美宜洁”品牌卫生护垫、卫生巾、婴儿纸尿裤、婴儿纸尿片
鳄鱼恤男鞋
KissCat时尚女鞋
KOMANIC柯玛妮克真皮女鞋
月芽儿皮鞋
“动感ACTION”牌溜冰鞋、冰刀鞋、护具、头盔
慕思品牌床架、床垫、床上用品及枕头等睡眠产品
“穗宝”床垫、床上用品、床架、床头柜等
经营范围：雅蘭沙发、茶几、床垫、床架、床上用品、室内装饰用品、木式家具的购销；
深圳雅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4008821966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舒达床垫、床架、床上用品
舒达家居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4008801931
大自然地板、木门、橱衣柜、家居品
大自然家居（中国）有限公司
4008302796 8008302796
生活家木地板、木门、衣柜等整体家居
巴洛克木业（中山）有限公司
4008898299
新绿洲木地板、整体家居
中山市新绿洲木业有限公司
8009993686
红苹果板式家具、床垫、沙发
深圳天诚家具有限公司
4008818318
联邦民用中高端木家具、沙发、床垫、壁柜、地毯等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4008899688
金富丽品牌欧式新古典家具，美式、法式后现代家具
深圳嘉发高档家私有限公司
4000197300
金凤凰酒店家具、别墅家具、航空家具、游轮家具、总裁办公家具
深圳市金凤凰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4006783383
金富雅木制家具
佛山市南海金富雅家具有限公司
4009269888
、祥利•为家”品牌红木家具及工艺品
深圳祥利工艺傢俬有限公司
0755-33804888 33814888 “友联•为家”“
“三木坊”阔叶黄檀、刺猬紫檀等各类国标红木家具
中山市三木坊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4009696083
WEBBER、iCab、Slimo、Slender牌档案密集架（柜）、文件柜、办公台、仪器柜、电脑台、屏风、椅子、
东莞维格钢至尊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4006086211
图书架、货架、家具等
办公商用家具、酒店会所家具、别墅公寓家具、实验室设备
广州华尚实业有限公司
4008009603
SAOSEN兆生家具（办公家具）
东莞市兆生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0769-85921466
柏森现代实木家具
深圳市柏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4008863211
城市之窗家具及家具配套用品
东莞市城市之窗家具有限公司
4000338661
“普纳度•风尚家”整体家居
中山市普纳度风尚家居有限公司
4000810138
KON、CJF、长江品牌家具
深圳长江家具有限公司
4006622228
松堡王国青少年儿童全实木松木家具
深圳市森堡家俬有限公司
4008806558
“心家宜”置物架、晾晒架，
“小美”儿童学习桌椅等家居产品
深圳市心家宜家居有限公司
4000629866
CALUFUL卡路福床、床垫、枕头等家具用品
东莞市金柄源实业有限公司
4001800769
健晨系列产品
深圳市金士吉康复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8008306029
睡康宁床上用品（真丝、天丝、甲壳素提花、匹马棉、丝棉提花、色织提花、转移印花、刺绣、
4008879288
佛山市睡康宁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全棉贡缎、全棉印花等套件类；被芯类、益枕类、毯类、蚊帐类、凉席类等产品）
0757-29997878
雅芳婷床上用品及配套件等
雅芳婷布艺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0755-26612333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
广东华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20-22263399
经营范围：建筑装修装饰设计与施工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0755-29999999
富嘉墙纸
广东富嘉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0750-3968777
雅居墙纸
广州市雅居墙纸有限公司
4009318889
天丽、爱迪、朗迪、芬德、朗健品牌墙纸、墙纸辅料
江门市裕华墙纸有限公司
0750-3892819
BG牌塑胶地板
广东宝丰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0754-88350989
硅PU球场、晶智球场、晶罡地坪、硅PU（SPU）跑道、彩色路面、聚脲聚氨酯地坪
江门市长河化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0750-6208855
快意牌卷闸门（卷帘门）/卷闸门电机及配件
揭阳市快意门业有限公司
0663-3232888

佛山市顺德区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4008308311
开平市澳斯曼洁具有限公司
广东彩洲卫浴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可耐福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益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光天建材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雅诚德陶瓷制作厂
东莞市厚街华宝纸品厂
广州众孚润滑油有限公司
东莞市四通百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力士特种油品有限公司

4000123228
4001188368
4006000016
4000926330
0755-84564536
4001818400
4000808132
4006238389
4008878223
0757-25639401

嘉宝莉漆（家具涂料、内外墙建筑涂料、木器涂料、工业涂料、防水涂料、装修辅料、油墨、涂装服务）
TAIHO大宝漆系列产品（木器涂料、建筑涂料、金属塑胶涂料）
健康苹果牌内外墙乳胶漆、木器漆、真石漆等
华隆牌内外墙乳胶漆、家具漆、水性木器漆、建筑涂料等
一江牌白乳胶、万能胶、拼板胶
灭火器、消防摩托车、灭火系统产品
泛海三江牌消防电子、楼宇对讲和智能监控产品
KMC自行车链条、引擎链条、机车链条、汽车链条、铁卷门链条、工业链条、运动车链条、电动车链条
ZHUJIANG牌摩托车、正三轮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摩托车发动机
YOHE永恒摩托车头盔
广日牌电梯
电梯零部件，精达、精创牌机械产品
“奔达康”牌电线、电缆
坚美铝合金建筑型材、铝合金工业材
伟业牌铝型材
伟昌WACANG牌各种门窗、幕墙、通用型材及工业型材
华豪铝合金建筑型材、工业材
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筋
皇冠牌PE给水、燃气管及管件；PVC-U给排水、电线电缆护套管及管件；
PP-R环保饮用给水管及管件；PVC-M饮用给水管及管件；HDPE中空壁缠绕排污管
德塑牌PE、PP-R、PVC管材、管件
永通牌PVC-U环保给排水管材、给排水管件，冷热水用聚丙烯（PP-R）管材、管件，
PVC电工套管、管件，高压电力电缆护套管，通信管
新中源陶瓷墙地砖
建材
东鹏瓷砖
马可波罗陶瓷砖
顺辉牌陶瓷墙地砖
欧神诺（OCEANO）抛光砖、抛釉砖、仿古砖等
简一大理石瓷砖
瓷片、抛光砖、仿古砖、全抛釉、微晶石、大理石瓷砖
陶瓷砖等、家居用品
ARROW箭牌陶瓷卫生洁具、浴缸、淋浴房、蒸汽房、浴室柜、龙头、
不锈钢盆及五金挂件、瓷砖、橱柜等
澳斯曼卫生洁具
CAIZHOU彩洲牌水龙头、陶瓷洁具、浴室柜及淋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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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瑞达硅藻泥、瑞嘉士硅藻泥地板、硅藻土助滤剂
百年泥匠硅藻泥
雅诚德Arst陶瓷制品、日用陶瓷、五金不锈钢制品
HUABAO、柔力牌面巾纸、餐巾纸、擦手纸、卷纸
龙发牌车用润滑油、抗磨修复型润滑油添加剂
四通百佳、百德宝、阿菠萝诸神品牌车用、船用、工程机械用、工业用润滑油
DELUX润滑油、润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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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