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公告

2013 年第 l 号

根据《关于印发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

审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e安监总管四 (2011 J 87 号)、《关

于开展冶金等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二、三级企业评审单

位确定工作的通知)) (粤安监管二 (2012J 62 号)的有关规

定和要求，现将省安全监管局《公告)) (2013 年第 4 号)进

行公告，已由省安全监管局公告并在有效期内的二级企业评

审单位按确定的行业范围在全省辖区内从事三级企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评审业务(详见省安全监管局《公告)) 2013 年第

l 、 2 号)。

特此公告。

附件:省安全监管局《公告)) (2013 年第 4 号)

省安全监管局《公告)) (2013 年第 1 号)

省安全监管局《公告)) (2013 年第 2 号)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一 一一-一-

公告

2013 年第 4 号

一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全国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考评办法)) (安监总管四口011 J 84号)、《关于印发冶金等

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审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安监

总管四(2011 J87号)以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X AQ/T 

9006-2010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经所在地级以上市(含顺德

区)安全监管部门核实和确定，现将冶金、有色、机械、建材、

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

评审单位(具体名单及评审行业范围见附件)予以公告，有效

期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 12月 31 日。

以下三级企业评审单位可以在所经核对的地级以上市辖区

内，按照确定的行业范围从事三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业

务。原已公告并在有效期内的二级企业评审单位按确定的行业

范围在全省辖区内从事三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业务，不

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冶金等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评审单位名单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3 年 2 月 5 日印发



附f牛:

冶金等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评审单位名单

地区 评审单位名称 评审行业范围

深圳市嘉贝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深圳市兴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建材

深圳市广员康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建材

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建材

深圳市华香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商贸

深圳市源安达安全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深圳市金华鉴安全生产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机械、纺织、商贸

深圳市
深圳市安特信安全生产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深圳市安科安全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深圳市愈安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深圳市金安宏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深圳市晚稻田安全技术事务有限公司 轻工 、 纺织、商贸

深圳市金安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建材、轻工、纺织、商贸

深圳市综盈安企业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深圳市全民安全生产研究院 机械、轻工、纺织 、 商贸

深圳市鹏泰安全技术事务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 、 纺织、商贸

汕头市 汕头市伟信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建材

佛山市诺瓦安评顾问有限公司 建材

佛山市嘉力职业安全健康事务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佛山市南海安企注册安全主任事务所有限公司 建材、轻工、纺织、商贸

佛山市安业安全事务咨询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佛山市
佛山市安吉吉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佛山市三水培安安全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佛山市时创安全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佛山市南海万安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佛山市容信安全生产事务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佛山市南海曙安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佛山市泰达安全生产事务有限公司 建材、纺织

佛山市南海安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建材

佛山市技术标准研究院 烟草

韶关市 广东企方圆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建材

茂名市 茂名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
建材、机械、轻工、纺织、

烟草、商贸

梅州市 梅州市梅正矿山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轻工、建材 、 纺织

j可源市隆诚安全事务服务有限公司
有色、建材、机械、轻工、

河源市 纺织、商贸

梅州市梅正矿山技术服务有责任限公司 轻工、纺织

广东建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建材、机械、纺织、轻工、

清远市 商贸

清远市安企职业安全事务咨询有限公司 机械、纺织、轻工、商贸

东莞市 东莞市骏景安全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商贸

中山市兆诚安全技术事务有限公司 冶金、建材、纺织、商贸

中山市 中山恒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有色、机械、纺织、商贸

中山市自动化研究所 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揭阳市 揭阳市安全生产官传教育中心 建材

云浮市 广州安环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佛山市南海安企注册安全主任事务所有限公司
有色、机械、建材、轻工 、

纺织、商贸
顺德区

佛山市容信安全生产事务有限公司
有色、机械、建材、轻工、

纺织、商贸



公 左七
口

201 3 年第 1 号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全国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

化考评办法)) (安监总管四(2 011 J 84 号)、 《关于印发冶金

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审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安

监总管四(201 1] 87 号)以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AQ /T 9006-2010)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经核实，确定广东省

安全生产技术中心等 33 家单位(第一批)为我省冶金、 有色 、

机械 、 建材 、 轻工 、 纺织 、 烟草 、 商贸等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

化二级企业评审单位(具体名单及评审行业范围见附件) ， 有效

期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经确定的二级企业评审单位同时可以在全省辖区内按照确

定的评审行业范围从事三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业务。

特此公告。

附件: 冶金等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评审单

位名单(第一批)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3 年 1 月 4 日



序

号

2 

3 

4 

5 

6 

7 

8 

9 

\0 

11 

12 

13 

附f牛:

冶金等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二级企业评审单位名单(第一批〉

评审单位名称 评审行业范围

广东省安全生产技术中心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广东靖安安全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冶金、有色、建材 、 机械、 轻工、 纺织、 烟草、商贸

广东正维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冶金、有色、建材、 机械、轻工、 纺织、烟草、商贸

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广东铭安职业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 冶金、有色、建材、 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司

广东省有色地质勘查院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 、 轻工、纺织、商贸

广东华鉴安全评价有限公司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广东合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冶金、有色、建材 、 机械、 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广东金方圆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广州元景安全评价检测有限公司 冶金、 有色、建材、 机械 、 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广州市万保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 冶金、 有色、建材、 机械、轻工、 纺织、烟草、商贸

广州市安益职业安全事务咨询有限
冶金、有色、建材 、 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公司

广州职安健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建材 、 机械、轻工、纺织、烟草、 商贸



深圳中质安质量安全技术评价中心
14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有限公司

15 深圳市鹏程安全技术事务有限公司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16 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17 深圳市世和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
18 深圳市底创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烟草、商贸

19 深圳市赛为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建材、机械、商贸

20 深圳市正科安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21 深圳市兴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烟草、纺织、商贸

深圳市广员康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
22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司

23 佛山市泰达安全生产事务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烟草、商贸

24 佛山市南海安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25 广东顺德安评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冶金、机械、轻工、商贸

26 佛山市诺瓦安评顾问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27 汕头市楠洋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 建材、制戒、纺织、轻工、烟草、商贸

汕头市伟信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有限
28 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公司

29 珠海市安评安全生产事务有限公司 建材、轻工、烟草、商贸、纺织

30 韶关市祥安化建职业安全事务有限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



公司 烟草、商贸

冶金、 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
31 河源市安科安全事务评估有限公司

烟草、商贸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
32 江门市安兴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

烟草、商贸

湛江市兴发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有限
33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 、 烟草、商贸

公司



公告

2013 年第 2 号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全国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

化考评办法)) (安监总管四 [2011 J 84 号)、 《关于印发冶金

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审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安

监总管四[201 1J 87 号)以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AQIT 9006-2010)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经核实，确定广东铭

科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等 9 家单位为我省冶金、有色、机械、

建材、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

企业评审单位(第二批，具体名单及评审行业范围见附件) ，有

效期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经确定的二级企业评审单位同时可以在全省辖区内按照确

定的评审行业范围从事三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业务。

特此公告。

附件:冶金等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评审单

位名单(第二批)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3 年 1 月 11 日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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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f牛:

冶金等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二级企业评审单位名单(第二批〉

评审单位名称 评审行业范围

广东铭科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冶金、 有色、建材、机械 、 轻工、烟草、商贸

广州安准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 、 纺织 、 烟草、商贸

广州昌霖企业安全生产咨询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深圳市铭安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建材、机械、轻工、纺织 、 烟草、商贸

深圳市中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轻工、商贸、纺织

佛山市技术标准研究院 建材、机械、轻工、纺织、商贸

梅州市梅正矿山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
机械、烟草、商贸

司

揭阳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 机械、轻工、纺织、 烟草、商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材、机械 、 轻工、商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