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2020年第四季度拟抽查产品标准声明

公开企业名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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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度我局拟对随机抽取的

101家企业产品标准声明公开情况进行抽查，现将企业名单予以公

示，公示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至11月23日，抽查内容：

1.标准技术要求是否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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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内通过电话等方式及时向我们反映。

联系电话：86138138、86138165

附件：2020年第四季度拟抽查产品标准声明公开企业名单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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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四季度拟抽查产品标准声明公开企业名单
企业名称 行政区划

1 西安维一视觉眼镜有限公司 西安市碑林区

2 西安西恒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

3 西安市小林眼镜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区

4 陕西川化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市未央区

5 西安同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陵区

6 西安威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

7 西安高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

8 陕西秦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市碑林区

9 西安西北眼镜行有限责任公司交大分行 西安市碑林区

10 陕西普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西安市未央区

11 西安塞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

12 西安鼎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西安市雁塔区

13 陕西远大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14 陕西蓝天金盾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市蓝田县

15 西安合容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16 西安吉瑞电气有限公司 西安市临潼区

17 西安森戈精密信号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

18 陕西奥通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碑林区

19 西安鹏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

20 西安瀛海威企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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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西安瑞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市经开区

22 西安景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

23 西安视康眼镜销售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西安市碑林区

24 陕西中烨药业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陵区

25 西安联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雁塔区

26 陕西科盛药业有限公司 西安市未央区

27 西安百媚美容美发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

28 西安威光管件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区

29 陕西秦力电力电缆制造有限公司分公司 西安市高陵区

30 陕西斯蒙特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

31 西安奥海实业有限公司 西安市

32 西安维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

33 西安仁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

34 西部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35 西安博特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

36 陕西瑞源新绿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市未央区

37 西安拜尔海森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

38 陕西楷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浐灞区

39 西安旭之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新城区

40 西安华恒仪表制造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

41 西安凯诺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

42 西安亚邦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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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陕西银桥世杰商用车有限公司 西安市蓝田县

44 西安高缘立达电气有限公司 西安市鄠邑区

45 陕西凌华电子有限公司 宝鸡市

46 宝鸡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 宝鸡市扶风县

47 陕西大明普威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宝鸡市眉县

48 宝鸡玖米工贸有限公司 宝鸡市

49 陕西太白山天然植物开发有限公司 宝鸡市太白县

50 三原桐林木业加工厂 咸阳市三原县

51 陕西科龙塑业有限公司 咸阳市兴平市

52 咸阳圣丰生物肥业有限公司 咸阳市秦都区

53 泾阳科友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咸阳市

54 咸阳和信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咸阳市泾阳县

55 陕西红十月发展有限公司 咸阳市兴平市

56 陕西蓝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咸阳市泾阳县

57 咸阳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咸阳市三原县

58 铜川孙思邈养生食疗有限公司 铜川市新区

59 陕西得泰实业有限公司耀州区分公司 铜川市耀州区

60 蒲城新希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渭南市蒲城县

61 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渭南市

62 陕西安德瑞普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渭南市大荔县

63 陕西燃气集团富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渭南市富平县

64 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渭南市华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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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渭南市临渭区进元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渭南市临渭区

66 陕西红通管业有限公司 渭南市澄城县

67 延安龙铠电缆制造有限公司 延安市宝塔区

68 子长县品味自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延安市子长县

69 延川中电杆塔有限责任公司 延安市延川县

70 榆林市南大化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市神木市

71 榆林市西北化工有限公司 榆林市榆阳区

72 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榆林市子洲县

73 陕西智诚运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榆林市定边县

74 城固县嘉源油脂有限公司 汉中市城固县

75 汉中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汉中市城固县

76 紫阳县科宏茶业有限公司 安康市紫阳县

77 安康市烟草公司旬阳分公司关口烟站 安康市旬阳县

78 安康市仨人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安康市汉滨区

79 白河县沁园食品有限公司 安康市白河县

80 安康市烟草公司旬阳分公司小河烟站 安康市旬阳县

81 白河县五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安康市白河县

82 安康市烟草公司旬阳分公司关口烟站双河收购

点

安康市旬阳县

83 陕西汉江人木业有限公司 安康市白河县

84 安康市西北印务有限公司 安康市

85 紫阳县珍艾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康市紫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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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陕西省岚皋县华彩烟花有限公司 安康市岚皋县

87 旬阳县明文油脂有限公司 安康市旬阳县

88 陕西省紫阳县龙潭茶业有限公司 安康市紫阳县

89 安康创立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康市汉滨区

90 紫阳县焕古旺源春茶业有限公司 安康市紫阳县

91 镇坪县南江电站砂石料有限公司 安康市镇坪县

92 陕西盈向家具有限公司 安康市

93 丹凤县天元电子有限公司 商洛市丹凤县

94 商洛市商州农药厂 商洛市

95 陕西德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杨凌示范区

96 陕西华泰药业有限公司 杨凌示范区

97 杨凌万果丰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杨凌示范区

98 杨凌新升钢木家具有限公司 杨凌示范区

99 西安富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沣东新城

100 陕西润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

101 陕西除满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