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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通 告
陕市监通告〔2020〕24 号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公示 2020 年第二季度抽查

公开产品标准企业的通告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团体标准、企业标准随

机抽查工作指引的通知》(市监标创函〔2019〕1104 号)和《陕西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

通知》（陕市监发〔2019〕113 号）要求，第二季度拟随机抽取 100

家企业对声明公开的标准进行检查，现将抽查企业予以公示，公

示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 日 6 月 17 日。检查内容为：

（1）标准技术要求是否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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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内容是否做到技术上先进与经济上合理；

（3）标准编号和名称是否符合规定；

（4）标准功能指标和性能指标是否公开。

附件：2020 年第二季度抽查企业名单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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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二季度抽查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行政区划

1 西安比特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

2 西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

3 西安追证求实古陶瓷痕迹研究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

4 西安东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

5 西北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

6 陕西昕宇表面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7 陕西远光高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8 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9 西安大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10 陕西群迈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

11 西安济源水用设备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

12 陕西百利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

13 西安鑫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户县

14 宝鸡市宏震塑胶有限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15 宝鸡市虹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16 青岛啤酒汉斯宝鸡有限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17 陕西圣邦印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

18 扶风县虹光塑料彩印有限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

19 宝鸡欧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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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宝鸡玖米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

21 宝鸡金宝玉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

22 西安铁路局兴平养路机械厂 陕西省-咸阳市

23 兴平西铁养路机械有限公司 陕西省-咸阳市

24 陕西文冠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

25 咸阳丰瑞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

26 陕西泾阳科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

27 陕西康大饲料有限公司 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

28 陕西安信显像管循环处理应用有限公司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

29 陕西泰丰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陕西省-咸阳市-乾县

30 铜川市妇联巾帼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铜川市-铜川新区

31 铜川市土壤生态技术创研中心 陕西省-铜川市-铜川新区

32 铜川中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铜川市-铜川新区

33 陕西天一合创健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

34 陕西晟泰源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

35 陕西铜川徐家沟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

36 铜川市三联果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

37 陕西鸥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

38 白水安德利果蔬汁有限公司 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

39 白水县瑞泉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

40 陕西澄城国绿果农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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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陕西红通管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

42 大荔县观音渡塑料厂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

43 陕西恒田生物农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

44 富平县韦加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

45 渭南卤阳湖生元硅肥厂 陕西省-渭南市

46 陕西延长三鑫特种房有限公司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

47 延安瀚鑫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

48 延安裕朗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

49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延安炼油厂 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

50 延安西物瑞星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

51 延安市荣森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

52 延川县创新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

53 陕西延长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

54 榆林恒源利尔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榆横工业园

55 榆林市京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榆横工业园

56 榆林市蒙赛尔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榆横工业园

57 榆林成泰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榆神工业园

58 陕汽榆林金帝润滑油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

59 榆林北承塑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

60 榆林华辰洁净能源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

61 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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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延长石油定边盐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

63 绥德县绿井源饮品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

64 吴堡县挂面哥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

65 靖边县锐进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

66 城固县鑫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

67 汉中鑫隆科技肥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

68 陕西美坚默克高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

69 汉江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

70 汉台区龙江佳正水泥制品厂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

71 陕西永鑫医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

72 汉中唐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

73 陕西星雨云雾山泉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

74 安康高新开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高新区

75 陕西天地人中医研究院 陕西省-安康市-高新区

76 普瑞达电梯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高新区

77 安康富嘉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

78 安康康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

79 安康市柳林机砖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

80 陕西中昌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

81 陕西汽车集团旬阳宝通专用车部件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

82 陕西艾格肥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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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陕西安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

84 陕西葆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

85 陕西省科学院制药厂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

86 陕西三旺农牧有限公司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

87 陕西海斯夫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

88 陕西锦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

89 陕西巨川富万钾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

90 陕西国盛不锈钢厨房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

91 陕西康乐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

92 西安渤海塑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区

93 西安沣东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区

94 陕西飞天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

95 陕西肥乐饲料有限公司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

96 陕西正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

97 陕西悦宁杜万全堂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

98 陕西建工(韩城)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陕西省-韩城市

99 陕西红多多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陕西省-韩城市

100 陕西龙门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韩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