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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政策】 

商务部：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和谐网购环境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

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对于促进金融生态环

境建设，维护正常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商务部市场秩序司副司长温再兴强调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规范市场秩

序的基本之策，指出商务领域信用建设的主要思路，推动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温再兴指出，信用是商务活动的基本准则，是企业的立业之本和生命线。加

快市场信用建设是规范市场的基本制度，只有提高企业的信用建设，建立诚信体

系才能消除各种不诚信和违法违规的事情，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温再兴分析了近年来商务领域信用建设取得的进展和成效，着重从商务信用

文化建设、规范行业的信用评价工作、支持中小商贸企业融资和信用销售等方面

指出商务领域信用建设的思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规范市场秩序，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部署，以改善商务诚信环境、促进信用交易为目标，以

加强商业信用文化建设为基础，以完善信用制度为核心，以建设信用基础知识系

统、发展信用服务业为手段，全面加快商务领域的信用建设。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2/31106.html 

商务部：鼓励电子商务“集群”发展 

商务部 9 月 21 日对《商务部"十二五"电子商务发展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根据该意见，到 2015 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应用电子商务比率

将达 80%以上；应用电子商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占我国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10%以上；网络零售额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9%以上。 
据商务部预计，未来五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将保持年均 20%以上的增长速度，

2015 年将达到 12 万亿元。但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行业却面临法律法规建设相对

滞后，服务监管体系、信用体系、统计监测体系、产业投融资机制亟待建立等问

题。该《征求意见稿》明确，要完善电子商务政策支撑体系，同时特别提到，要

引导鼓励中小企业应用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开拓国内外市场。 
鼓励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与有条件的省(区、市)建立区域性电子商务平

台。鼓励各地结合产业发展特色，建设行业电子商务平台，扩大区域产业影响，

带动产业集群发展。鼓励发展第三方移动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建设。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51/209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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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BCP 牵手认证网站参展上海电子商务研讨会 

 
BCP 牵手认证网站参展研讨会 并向与会者做相关业务介绍 

博闻集团(UBM)将其在英国成功举办了四年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展示会暨

研讨会(eCommerce Expo)移师中国，BCP 中国商务信用平台牵手认证网站参展了

于 2011 年 9 月 27-28 日在上海世贸商城举行的本次会议。该展会主要专注于电

子商务和在线零售，将电子商务解决方案供应商和电子商务专业人士汇聚在一

起，整合点击、购买、支付、递送四个环节，参会者将有机会与数字营销、在线

交易、电子支付、物流及配送等领域的供应商面对面交流。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展

示会暨研讨会(eCommerce Expo)将与“营销及广告创新技术展示会暨研讨会”

(Technology For Marketing & Advertising 简称 TFM&A)及“呼叫中心解决方案展示

会暨研讨会”(Call Center Expo China)同时同地举办，旨在提供市场营销、电子商

务与客户关系管理一站式平台。 
  BCP 中国商务信用平台参与本此次研讨会旨在针对不同市场需求，通过与电

商各界互通有无，以专题演讲和互动讨论的形式，更加深入的与大家分享开发未

来电商的发展之路，表现在传统企业电商转型之路、社交媒体、微博营销和呼叫

中心客服管理等等。BCP 中国商务信用平台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让更多的人认识

到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以及信用认证网站的良好成果。 
专题链接：http://www.bcpcn.com/zt/ub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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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 驻足 2011 浙江商洽会 助推商务发展 

 
（图为洽谈会开幕式现场） 

9 月 26、27 日，BCP 中国商务信用平台携手信用认证网站出席参加中国浙江

商务服务洽谈会(简称“商洽会”)，本次会议是 2011 中国浙江商务周的重要展

会之一，由浙江省商务厅主办、浙江省对外贸易服务中心承办，于浙江杭州世贸

展览中心举行。 
  商务周是浙江省商务厅主办的集商品展示交易、投资贸易、信息交流、电子

商务和商务服务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务大平台，有商洽会、华东地区农超对接

洽谈会、浙江海洋经济示范区与日本跨国公司对接洽谈会等 13 项商务活动。 
  BCP 中国商务信用平台将从贸易情报分析、数据灾备、团购网站第三方信用

认证这三方面展现 BCP 信用认证中心对电商行业方面的发展及成果，另一方面促

进信用认证网站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交流，为其提供展示宣传的良好平台，在 2011
浙江商洽会上CIECC将以促进创建电商行业诚信体系为宗旨，推广信用认证网站，

为电商企业创造良好的商务环境。 
  伴随着国家对电子商务行业扶持力度的逐步增大，电子商务市场得到了迅速

发展，其中网购形式更是逐渐改变着人们的消费观念，但同时受到网络自身的局

限性，信用缺失成为整个市场环境无法回避的弊病，信用安全这也是影响电子商

务发展的最大障碍。 
  通过 BCP 信用认证，帮助广大网民把虚拟交易还原成现实交易。网民们在交

易前，可以通过信用等级和信用额度来分析团购交易的风险程度有多大，避免盲

目一味地追求低价，加大自身团购风险。 
  开展信用认证工作，是加强我国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希

望能够有更多的企业参与到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的工作中来，共同增强消费者

的信心，推进团购和整个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发展。 
专题链接：http://www.bcpcn.com/zt/sqh/index.html 

 
 
 

http://www.bcpcn.com/zt/sqh/index.html�


商务信用（BCP）简报 

5 
 

商务部、国资委将主办 2011 中国信用企业大会 促信用建设树企业诚信形象 

按照《商务部等部门关于开展 2011 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的通知》（商

致函【2011】471 号）要求，商务部信用工作办公室与国资委行业协会联系办公

室将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在北京共同举办“2011 中国信用企业大会”，以宣传

推广行业信用评价 A 级以上企业，推进我国信用体建设。 
据悉，2011 中国信用企业大会是由商务部信用办、国资委行业协会办主办，

国际商报社承办，会议将邀请中宣部、发改委、工信部、卫生部、海关总署、税

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广电总局、国家旅游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领导、

相关领域专家、各商协会代表、信用企业代表、新闻媒体记者 1500 余人将出席

此次大会。 
届时，会议将安排为部分行业信用评价 A 级以上企业授牌，并组织信用管理、

投融资、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座谈和培训；会议将邀请相关部门领导及有关金融机

构负责同志出席，人民网、新华社等众多媒体将第一时间报道大会盛况。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2/31382.html 

 

中国铸造协会再邀国富泰评级合作 规范行业经营秩序 

10 月 8 日，中国铸造协会发布公告，要求相关企业，按照相关要求积极填

报资料，自愿参加行业信用等级评级工作。据悉，中国铸造协会 2010 年开展了

首批铸造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首批参与信用等级评价的申报企业有 73
家，经评价 45 家企业获得信用等级，A 级以上的企业 25 家。 

信用等级评价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提升企业的诚信经

营意识，营造诚信氛围，促进企业提高信用管理水平，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为

推进铸造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行业信用水平和企业信用风险防范能力，有效

运用信用评价结果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在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中国铸造协会

将遵循“公开、公正、科学”的原则继续开展“铸造行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

10 月 8 日，中国铸造协会发布公告，要求凡成立满三个会计年度、近三年均有

主营业务收入、处于持续经营状态的铸造生产企业均可申报参加信用评价工作。

按照相关要求积极填报资料，参加行业信用等级评级工作。据悉，北京国富泰企

业征信有限公司继 2010 年首次与中国铸造协会合作后，将又一次为其提供第三

方评审服务。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2/314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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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来势凶猛 政府应如何面对？ 

“任何消息，只要官方出来否定，那就是真的了。”这句话是网民的调侃，

但不得不承认它也反映出网民的某种潜在心态，背后折射的则是政府应对网络舆

情的得与失。从今年 4 月份的中石化百万酒单引发舆论哗然，到 6 月份“郭美美

事件”招致红十字会信任危机，二十余起“网络舆情”让第二季度的中国网络世

界几无一日无“猛料”。在网络舆情日益汹涌的事实面前，中国网络问政、执政

之路如何走已成为一个摆在政府案头的现实问题。 
 

网络舆情背后关联深层问题 
故宫经历文物失窃、锦旗错字、私人会所一连串风波，文物保护安全性以及

“特权机构”监管问题备受质疑;统计局称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月支出 111
元”，与民众真实感受相脱节的统计数据，立即引起舆论哗然;十年信访无果的钱

明奇制造了江西抚州爆炸案，给那些曾经嘲讽他“你一直说要炸，几年都没炸”

的官员一个血淋淋的教训;而以“微博开房局长”、“最牛工商局长”以及“郭美

美事件”为代表的网络反腐风暴，更成为一部分官员和机构的“噩梦”；药家鑫

案、李双江案这类法律事件的网络传播中，网友的态度凸显出情绪化的特点，并

以同情弱者为主要标志。这种对弱者的同情心态的深层原因是对公权力的强烈不

信任。短时间内同类问题不断叠加，已然消磨了民众对于解决问题的信心。但如

果人们真的失去信心，政府将如何自处？这或许是隐藏在所有问题背后，对政府

最为严峻的拷问。 
 

政府舆情应对胜少败多 
对于舆情应对，政府不可谓不重视，但“信息不透明，手段不科学，态度不

诚恳”政府应对舆情危机的三大弊病。例如，面对民生问题中的种种质疑，有关

部门的回应却常常让人觉得“雾里看花”。在塑化剂排查中称“抽检的 140 多份

方便面样品，未发现人为添加塑化剂的情况”给人留下无限猜想空间。 
另外，政府对诸多民生问题的回应“避重就轻”。菜价上涨，强调“市场规

律”“天气原因”，而对利益集团在流通环节中抽取的巨额利润避而不谈；塑化剂

被曝光，调查结论语焉不详，却详细列出“媒体黑名单”称其报道在制造紧张情

绪；富士康爆炸、中石化百万酒单等商业事件中，政府不但未能作为公正的第三

方角色介入调查，反而成为企业及个人信誉危机“买单人”。 
在信息高度流通的网络环境下，政府的说辞简直一戳即破，对增强民众对政

府的信任感毫 无裨益，倒添反感。由此可见，互联网已经成为政府了解民情的

直接渠道，也是新形势下政府的重要舆论阵地。因此，网络舆论一旦被错误地控

制和引导，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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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分析预警 风险雷达未雨绸缪 
  风险雷达舆情监测系统（yuqing.bcpcn.com）利用上千台服务器组成的云计

算处理平台，采用全球独创的专利技术“PeopleRacnk”算法，自动对数万个网

站的海量信息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地浏览，对设定的网络舆情信息进行快速识别

和定向追踪，实现类似预报天气预警各地区、各行业的网络舆情热点；对发现的

数据进行逐条质量评价与分析，自动过滤掉无价值的信息，提高监测精准度。对

抓取到的数据进行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一旦发现与关键词设置相关的内容，可在

舆情真正形成之前形成预警报送相关各级政府机关，便于进行有针对性处理，从

而将舆情消灭在初期阶段，避免了事件进一步地扩大化。 
当网络舆情发生时，风险雷达舆情监测系统（yuqing.bcpcn.com）能帮助各

级政府机关敏锐发现和整理有关的网络舆情信息，通过自动采集、自动分类、智

能过滤（甄别筛选）、自动聚类、主题检测和统计分析，实现社会热点话题、突

发事件、重大案情的快速识别和定向追踪，全方面客观地揭示舆情的状况和走向。

为各级政府机关提供专业的舆情监测信息服务。 
风险雷达舆情监测系统（yuqing.bcpcn.com）具有最新开发的追踪功能，不

仅可迅速实现所谓的“人肉搜索”，还肯根据其文章的传播途径进行分析：ID 追

踪功能：可根据某一网民 ID，快速挖掘出该 ID 在全网内注册站点及所发表的文

章；溯源追踪功能，可自动计算分析文章语料与内容大意，并从全网范围追溯其

转载文章，最终发掘其源发帖源发地，分析其传播途径与传播范围；人物追踪功

能，能对可疑作者进行自动监测追踪，挖掘其发布的文章并分析其善于使用的词

语。 
风险雷达舆情监测系统（yuqing.bcpcn.com）可帮助政府从传统的“灭火式”

处置网络舆情，到坦荡透明地面对舆论，将负面舆情转化为展示正面形象和树立

政府公信力的机会，打造良好的政府形象。从而使政府机关及时掌握舆情动向，

做到对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件快速发现、快速处理，从正面引导舆论和宣传，构

建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241/20821.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241/208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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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 公布中国消防行业企业信用名录 

按照中国消防协会 3 月在中国商务信用平台（BCP）公示的首批消防行业信

用等级评价的结果，现整理出中国消防行业企业信用名录（部分）。根据企业经

营情况以及信用排名，该名录会进行时时调整。 
 

（一）A 级以上生产经营性企业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BCP 编码 企业名称 信用等级 企业简介 企业网站 

 

 

 

 

BCP83727189 

  

 
 
 
 
西安盛赛尔电子有限公司 
（Xi‘an System Sensor Electronics, Ltd.） 

 

 

 

 

AAA 

美国盛赛尔公司(SYSTEM SENSOR)是世界五百

强之一的美国霍尼韦尔集团（HONEYWELL）的

子公司，是一个全球性的研制开发、生产、销

售火灾报警探测器及其配套件、声光报警产

品、水流指示器的跨国公司。西安盛赛尔电子

有限公司是美国盛赛尔公司在西安投资兴办

的专业火灾探测器生产企业，是中国和亚洲较

大的火灾探测器生产商。公司全套引进美国盛

赛尔的先进技术、工艺、管理系统、质量保证

体系和现代化的生产加工设备，生产各类火灾

探测器及配套件产品，产品质量、性能、技术

指标均与美国本部完全一致。 

 

 

 

 

www.systemsensor.

com.cn 

 

 

 

BCP13285466 

 
 
福建天广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 Fujian Tianguang Fire-fighting 
Scie-tech Incorporated Company ） 

 

 

 

AAA 

公司始创于 1986 年，迄今已有 20 多年的生产

发展史，是国内最早获批生产消防器材的企业

之一。公司现注册资本 7500 万元，是中国消

防行业十大民族品牌企业及福建省规模最大、

品种最全、技术力量最强，集消防器材产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及消防工程设计与施

工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公司荣膺 “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企事业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单位”。 

 

 

 

www.tianguang.co

m 

 

 

 

 

BCP21705301  

 
 
 
浙江金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ZHEJIANG JINDUN FIRE FIGHTING 

EQUIPMENT CO.,LTD） 

 

 

 

 

AAA 

浙江金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上虞

市小越工业开发区，集团占地面积 40 万平方

米，拥有固定资产 5 亿元人民币，可年创产值

28 亿人民币，现有员工 2500 余人。浙江金盾

消防器材有限公司具有年产 500 万具灭火器、

1000 万套阀门、17000 吨干粉灭火剂及数千套

灭火系统和成套件的生产规模，其中，泡沫灭

火系统产品和消防炮系统产品被中石化、中石

油、中海油等单位指定为优先选用产品。 

 

 

 

www.jindunxiaofan

g.com 

 

 

 
 

 

 
群升集团是一家涉足房产配套建材制造、汽摩

产品制造、房产投资、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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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47766472 群升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Qunsheng Group） 

AAA 
无区域集团公司。拥有占地 50 万平方米的现

代化标准厂区，员工 4000 多人，其中高级技

术人员 600 多人，固定资产达 10 多亿人民币。 

www.chinaqunshen

g.com 

 

 

BCP02208616 

 
 
万嘉集团有限公司 
（WANJIA GROUP CO.,LTD） 

 

 

AAA 

中国万嘉是一家集制造、投资、进出口贸易、

房地产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集团。公司拥有 50

万平方米的工业制造区，员工 3600 多名；制

造业主导产品有防盗安全门、防火门、钢木装

甲门、室内门、防盗锁等防盗安防产品，产销

量居全国同行前矛。 

 

 

www.wjjt.com.cn 

 

 

 

 

BCP21372685 

 
 
 
山东临沂消防器总厂 
（ Shandong Linyi Fire F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AAA 

 山东省临沂消防器材总厂，始建于 1951 年，

占地 106.7 万平方米，拥有员工 1000 余名，

其中具有中、高级以上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 

100 余名。现拥有固定资产 2 亿元，主营业务

收入 2 亿元以上，利税过千万，主要生产设备

400 余台， 1999 年在全国消防车行业中率先

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2002 年顺利通

过了 ISO9001-2000 国际标准质量体系认证和

GJB9001A-2001 国军标准体系认证，2005、2006

年，有 18 个单元 52 个品种的消防车顺利通过

国家消防车产品强制性认证。 

 

 

 

 

www.linyi-fire.com  

 

 

 

 

BCP21372684 

     
 
 
 
南京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AAA 

南京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消防行业

综合性专业企业，注册资本金 1.6 亿元。南消

坐落于南京最大的开发区江宁科学园，建设规

模投资 3 亿元、占地面积近 300 亩，是经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评定的国内消防行业投资规

模最大的现代化一流专业消防企业。它具有国

家专业一级设计资质、国家专业工程施工一级

资质、多项国家消防产品技术标准的起草者、

国内外品牌产品集成供应商。 

 

 

 

 

www.tuna.com.cn 

 

 

 

 

BCP11191863 

 
 
 
大连国彪应急电源集团有限公司 
（DaLian GuoBiao Emergency Power 
Supply Group Co..LTD. 

 

 

 

 

AAA 

大连国彪应急电源集团有限公司是为开发和

生产自主知识产权的市场空白产品——ZLUS

型应急电源，从白手起家到成长为年产值过亿

元的应急电源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开创了一个

如火如荼的应急电源行业。2006 年，年产值

超过 1.6 亿元，并在前几年自主研发的基础上

再次研发出了三个市场空白产品和一个再生

能源产品，为第二个十年计划的实施储备了新

的市场空白产品。 

 

 

 

 

www.zlus.com 

 

 

BCP18072877 

  

 
 
北京英特莱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Yingtelai Technology Co.,Ltd） 

 

 

 

AAA 

 北京英特莱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高性能个

人防护产品和环保过滤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耐高温纺织品领域

的领先企业。英特莱科技产品主要包括个人防

 

 

 

www.yingtel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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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环保滤材两大系列产品，包括消防员防护

服、森林防火服、消防隔热服、消防指挥服、

消防防化服、抢险救援服。 

 

 

 

 

BCP96042271 

 
 
 
河北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有限

公司 
（ He Bei BeiDa Jade Universal Fire 

Alarm Device Co,Ltd） 

 

 

 

 

AAA 

河北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有限公司是隶属

于北大青鸟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金

1000 万元。公司依托北大青鸟 IT“SCIENCE”

技术体系，全力发展以嵌入式系统技术为核心

的消防电子设备，逐步形成有线消防和无线消

防两大产品体系，现已成为青鸟集团嵌入式产

品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本公司的质量保证体系

符合 ISO9001：2000 标准覆盖消防电子设备的

研发、生产和售后服务。通过 CCOS 和 UKAS

的认证。产品均获得国家强制产品认证证书。 

 

 

 

 

www.,jbufa.com 

 

 

 

 

 

 

BCP49791743  

 
 
 
 
 
上海金盾消防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 Shanghai Jindun Fire-fighting Security 

Equipment Co.,Ltd） 

 

 

 

 

 

 

AAA 

上海金盾实业集团是以上海金盾消防安全设

备有限公司为旗舰的集团公司，创建于 1986

年，金盾集团以专业生产、销售各类特种消防

车、消防装备、消防设备为主，集科研、制造、

成套设备供应、国际贸易、设计、施工安装、

维保服务为一体，公司致力于进军行业消防整

体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多次在国家重点项目中

中标，如上海金山石化等项目，特别是全智能

化控制消防车及高寒地区专用的全天侯智能

化控制重型泡沫消防车，深受专家的好评。公

司产品在亚洲、欧洲、美洲、中东等海外市场

深受客户青睐，“金盾”也被客户誉为“消防

行业的金色盾牌”，是崛起在国际消防市场的

又一块“中国制造”。 

 

 

 

 

 

 

www.shjd.com 

 

 

 

 

BCP75940070  

    
 
 
 
四川森田消防器材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 

 

 

 

 

AAA 

四川森田消防装备有限公司是原四川消防机

械总厂改制转型的中外合资企业。公司于

1997 年在同行业中率先取得 ISO9001;2000 国

际 质 量 体 系 认 证 ;2002 年 通 过 了

GB/T19001:2000-ISO9001:2000 体系换版认

证;并于 2004年首家通过中国汽车消防车产品

"3C"强制认证;所生产的消防器材均按国家行

业规定通过了"3C"认证或型式认可。所有产品

均通过国家消防检测中心检测。 

 

 

 

 

www.morita.sc.cn  

 

 

 

BCP85608646 

 
 
深圳市赋安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 Shenzhen Forsafe System Technology 

Co.,Ltd.） 

 

 

 

AAA 

深圳市赋安安全系统有限公司成立迄今已 25

年，营销服务网络遍布全国，是一家集火灾报

警、楼宇对讲、疏散照明、应急电源、燃气报

警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安全保障

服务商。公司先后获得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全国消防行业 30 强、全国安防百强、

国家级新产品。与美国、日本等国际知名消防

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www.forsa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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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51581479 

  

 
 
 
江苏锁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 Jangsu Suolong Fi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AAA 

江苏锁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始建于 1967 年，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

25%，是国内唯一提供“设计、制造、试验、

检测、销售”全过程服务的消防药剂专业制造

商。本公司是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承担单位，本

公司系列产品均已通过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

评定中心认证，同时通过了中国船级社 CCS

认证和国际海事组织 IMO/MSC 型式认可、质

量管理体系通过 ISO9001：2000 国际标准的认

证、环境管理体系通过 ISO14001：2004 国际

标准认证。 

 

 

 

 

www.suolong.com 

 

 

 

 

BCP64005148  

 
 
 
广东飒特电力红外技术有限公司 
（GuangZhou SAT Infrared Technology 

Co.Ltd） 

 

 

 

 

AAA 

广州飒特电力红外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二十世

纪国际科技界一项杰出的高新技术——“红外

热成像技术”以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的身份落

户广州，又得到多家国有电力企业的积极投

入，这就为广州飒特电力红外技术有限公司的

迅速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00

二年，随着公司声名在海外的崛起，“飒特红

外”系列红外热像仪又开始了其在海外的征

程。时至今日，“飒特红外”系列红外热像仪

已经遍布欧洲、美国、巴西、澳大利亚、日本、

韩国等全世界叁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www.sat.com.cn 

 

 

 

BCP38702893  

 
 
 
萃联（中国）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AAA 

萃联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是由原四川消防

机械总厂改制整合，与美国知名消防安保公司

合作的全外资高科技企业。公司隶属中国消防

企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产品涉及工业、建筑

消防、安防等各大领域，专业从事智能化火灾

探测系统、大空间智能灭火装置、高品质自动

喷淋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干粉灭火系统及消

防车用器材等产品的研发、制造和服务。 

 

 

 

www.cxcl119.com.c

n 

 

 

 

 

BCP48330568 

 
 
 
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Henan Yongwei Security Co.,Ltd） 

 

 

 

AAA 

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工、

贸于一体的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集团。始建

于 1987 年，总资产 3.5 亿元人民币。主要从

事“宝全”牌阻燃玻璃钢暨电缆防火系列产品、

“永威”牌阻燃装饰板系列产品、“永威”牌

系列防弹产品。具备高层建筑、特殊设施等消

防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的全国消防设施工

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1999 年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www.yongwei.net 

 

 

 

 

BCP70384568 

 
 
 
明光市浩淼消防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AAA 

明光市浩淼消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5000 万元，地处安徽省明光市。主要产品：

各类型国产、进口底盘改装的水罐、泡沫、A

类泡沫、涡喷、机场主力消防车和新一代智能

化高效环保消防车，拥有 30 多项专利技术。

 

 

 

 

www.mgx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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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guang Haomiao fire Protection 

Techonolgy Co,Ltd） 
于 2002 年获得中国香港、瑞士日内瓦、英国

伦敦、世界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被美

国国际品质认证委员会等三家分别推荐为“国

际交流活动参展品牌”，国际“高品质产品”，

“国际贸易推荐产品”。 

 

 

 

 

BCP48120535 

 
 
 
 
南京板桥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 Nanjing Banqiao Fire-F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AAA 

南京板桥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安部定

点生产消防器材和特种设备（B1、B3 级气瓶）

制造许可的各种气瓶以及车用压缩天然气钢

瓶（CNG）的专业公司。公司占地面积 65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000 多平方米。公司质量

体系已通过 IS09001 认证；消防产品全部获得

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颁布的型式认

可证书；15L 以下各种规格的薄壁合金钢气瓶

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且获得了欧盟 CE 认证

证书及中国船级社的 CCS 证书；最大直径为

406mm 的车用天然气钢瓶已获得德国 TUV 公

司颁发的型式认可证书。 

 

 

 

 

njbanqiaofire.com/ 

 

 

 

 

 

 

BCP27024724 

 
 
 
 
 
 
广东胜捷消防企业集团 
（Guangdong Senje Fire Protection） 

 

 

 

 

 

 

 

AAA 

广东胜捷消防企业集团是中国国内最大的综

合性大型消防企业集团，集消防装备、消防设

备、消防器材及防火材料、耐火构件和家庭消

防装置的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和消防工程

设计、施工、维护服务于一体。已拥有 25 项

国家专利，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称号。2002

年在国家重点工程、举世瞩目的最大型水利工

程——中国长江三峡工程消防系统设备项目

中标，同时，在其它国内重点工程招标中均中

标，如北京铁路局、广州市会展中心、广州白

云机场、广州新白云机场等，是中国铁路部、

中国移动通信总公司选定消防产品。 

 

 

 

 

 

 

 

www.senje.com  

 

 

BCP07720296 

 
 
上海奥可斯涂料有限公司 

（ Shanghai OiKos Coating Co.,Ltd.） 

 

 

AAA 

上海奥可斯涂料有限公司，是由上海汇丽集团

公司与意大利 OIKOS 涂料公司共同投资建办

的，专业生产和销售奥可斯系列涂料及其它新

型涂料。主要设备、生产技术和工艺都从意大

利 OIKOS 公司引进。 

 

 

aokesi.bmlink.com 

 

 

 

BCP36060927  

 
 
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

公司 
（Beijing Firefend Equipment Co.,Ltd.） 

 

 

 

AAA 

中卓时代消防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 月，注册

资本 5000 万元，是国家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

技术企业，核心团队由具有博士、硕士学位及

丰富消防从业经验的资深人士组成。目前厂区

内布置有总装车间、冷板车间、机加工车间、

喷漆和磷化处理车间以及一个检测室，车间占

地面积 5600 平方米，具备年产 150 辆各种中

高档消防车的生产能力。 

 

 

 

www.firefend.com 

 

 

 
 

 

 

上海松江飞繁电子有限公司完成了六代火灾

自动报警控制系统产品的开发研制，先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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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58850039 上海松江飞繁电子有限公司 
（ Shanghai Songjiang Feifan 
Electronics Co, LTD.） 

AAA 国家星火一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颁发的火炬优秀项目奖、被评为上海市质量标

兵企业，取得了上海名牌产品十二连冠，并连

续十六年被评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www.sjff119.com.c 

 

 

 

 

BCP60761714 

  

 
 
 
浙江佑安高科消防系统有限公司

（ ZheJiang YouAn GaoKe 

Fire-Extinguishings System Co. Ltd.） 

 

 

 

 

AAA 

浙江佑安高科消防系统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

研、生产、推广、安装应用为一体的创新型企

业，是研发现代创新型消防装备的高科技企

业。佑安高科按照国家消防科研技术标准要求

组织生产，相关产品先后通过国家消防电子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通过国家固定灭火系统

和耐火条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企业通过

ISO9001:2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 ISO14000

认证；主要配件，电机、交流空开等均已通过

国家 CCC 认证等多项权威认证。 

 

 

 

 

www.119zj.com 

 

 

 

 

 

BCP10239021  

 
 
 
 
北京久久神龙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Beijing Jiujiu Shenlong Fire Equipment 

Co.,Ltd） 

 

 

 

 

 

AAA 

北京久久神龙消防器材有限公司，销售网络遍

布全国，产品远销东南亚地区并在泰国曼谷与

泰方合作成立了国泰神龙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神龙牌”环保型高效水系灭火器，采用纯植

物型灭火药剂，无毒、无味、无刺激性、喷射

后能百分之百自动降解、易清理，对大气、土

地、人体均无害，是一种绿色环保产品，是淘

汰哈龙灭火器净化蓝天的理想替代品。 

“神龙牌”水系灭火器具有灭火速度快、抗复

燃性强的特点，尤其是水雾型灭火器，还能扑

灭 36KV 的高压电器火，是水系灭火器灭火性

能的一大突破。 

 

 

 

 

 

www.99sl.net 

 

 

 

 

BCP41334753  

     
 
 
 
重庆远东门窗有限公司 

 

 

 

 

AAA 

公司是 1999 年成立的股份制民营企业，现有

员工 520 人，厂房面积 51398 平方米。生产经

营范围：以各类木质防火门、防火卷帘门、带

门铃的防火门镜等消防产品为主。兼营研发防

火门新型填芯材料、燃气发生炉等系列产品及

防火门工艺技术咨询培训业务。 公司于 2003

年取得 ISO9001：2000 质量体系认证，先后承

接和完成了重庆金源不夜城、贵阳金源世纪

城、西安交通大学、防火卷帘门工程项目。 

 

 

 

 

www.ydmc.cn 

 

 

BCP48803917 

  

 
 
浙江赛银将军门业有限公司 
（ General Door （china）CO.,LTD） 

 

 

AAA 

浙江赛银将军门业有限公司于 1995 年成立。

经过十五年的不断发展，将军人坚持以市场为

导向，以技术创新、科学管理为手段，迅速发

展成为一个占地面积 100 余亩，建筑面积 4 万

平方米，员工 500 多人，年产各式户门 30 余

万樘的现代化企业。 

 

 

www.saintgeneral.c

om 

 

 

 

 
 

 

 

 

 

西安核设备有限公司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所属的大型专用设备研究、设计、制造企业。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具有专业设备制造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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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06305684  西安核设备有限公司 
（ Ｘ i'an Nuclear Protection 
Equipment Co.,Ltd） 

 

AAA 

资质证书：1984 年首批取得三类压力容器（含

一、二类）设计、制造许可证；1992 年获得美

国 ASME 总部授权证书和 U 规范钢印；1995

年获得民用核承压设备制造许可证；1999 年通

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7 年取得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www.cnncxne.cn 

/www.xhws.com 

 

 

 

 

BCP29299395  

     
 
 
 
兰州奥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AA 

兰州奥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先后获得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信息产业部认定的软件企业、系

统集成三级资质、安全防范二级资质、甘肃省

信息产业二十强，被科技部、国家税务总局、

商务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五部委认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甘

肃省重点产业化推广项目，并获得科技部 2005

年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资助；光栅智能化

项目获得多项国家专利和国际专利金奖。 

 

 

 

 

www.optictop.com 

 

 

 

BCP73053199 

  

 
 
浙江信达可恩消防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 
（Zhejiang Think Tank Fire Co.,Ltd） 

 

 

 

AA 

浙江信达经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气灭

火系统研发、制造和销售服务的综合性企业，

公司同时具备消防工程设计、施工资质，具有

丰富的消防工程设计、施工经验。公司现有员

工 196 人，公司已建立了覆盖全国 28 个省（市）

及地区的销售网络，成为国内首家获得香港、

澳门销售许可的气体灭火系统产品制造商。 

 

 

 

www.cohenthinktan

k.com 

 

 

 

 

BCP38258292 

  

 
 
 
浙江九重门业有限公司 
（ Zhejiang Jiuchong Doors Industry 

Co.,Ltd） 

 

 

 

 

AA 

浙江九重门业有限公司是国内大型门业知名

企业，至今已有 10 余年历史。目前，九重门

业有两个大型生产基地，共占地 10 万平方米， 

“九重” 品牌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 门

业十大影响力品牌”、“中国工程建设推荐产

品”、“绿色环保产品”、“质量保证产品”等荣

誉，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和欧盟 CE 认

证。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并大量出口欧美、中

东、非洲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九重门

业的高品质产品为国内外数十万家庭营造安

全氛围、美化家居生活。 

 

 

 

 

www.cnlongting.co

m 

 

 

 

 

BCP09116992 

 
 
 
西安新竹防灾救生设备有限公司 

（ XINVHU FIRE & RESCUE 
EQUIPMENT CO.,LTD） 

 

 

 

AA 

新竹是目前中国大型消防器材生产企业之一，

旗下拥有四家公司及一家科学试验研究中心。

新竹集团已形成防灾救生产品研发、制造，新

能源开发，以及房地产投资业务群。防灾救生

设备公司是全国首批通过军品质量认证、保密

资质认证、纳入信息产业部军工行业计划管

理、获得国家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企

业。公司自主开发生产的产品获得国家专利

100 余项，通过 ISO 9001∶2000 质量体系认证。 

 

 

 

www.xaxinzhu.com 

 

 

 
广州市泰堡防火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泰堡防火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年，

是经广东省公安厅消防局批准、获中国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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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87462468  （ Guangzhou Tabard Fire-Proof Material 

Co.,Ltd.） 
AA 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型式认可的专业防火

涂料生产企业。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防火、防腐

及工业地坪材料生产厂家。 

www.gztabard.com 

 

 

BCP57712980 

 
 
上海威逊机械连接件有限公司 

（ SHANGHAI VISION MECHANICAL 
JOINT CO.,LID） 

 

 

 

AA 

上海威逊机械连接件有限公司是沟槽式机械

配管系统产品的生产企业，产品远销国际市

场。威逊公司是 ISO9001 的认证企业，从生产

到管理，严格按照 ISO9001 的质量人证体系的

程序控制定单、设计、生产工艺流程和产品质

量。在 2002 年，威逊产品已经由 FM，UL，ULC

公司做了产品的检测与认证。 

 

 

 

www.visiwater.com 

 

 

 

BCP84134317 

  

 
 
江苏常泰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 Jiangsu Changtai Nanometer Material 

Co.,Ltd ） 

 

 

 

AA 

江苏常泰纳米材料有限公司是江苏省高新技

术企业江苏常泰化工集团公司组建的高新技

企业，专门从事纳米材料的研究开发及生产应

用。目前公司已拥有纳米氧化锌、纳米级二氧

化钛、纳米防紫外粉、纳米远红外粉、防静电

粉、纳米银、纳米铜和无机抗菌粉体，各种纺

织母粒，塑料母粒等 10 余种粉体及十几个产

品。可广泛应用到纺织、医学、化工等领域。 

 

 

www.chinananomet

re.com.cn 

 

 

 

BCP28908593 

  

 
 
 
北京惠利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 huili fire-f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AA 

惠利消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现今

投向市场的产品，通过消化吸收国际同类产品

先进的技术工艺，均达到了国内同类产品的领

先水平，尤其是厨房灭火产品，创建了国内同

类产品的高端技术品质。2003 年公司以良好的

企业形象建立和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2002 年以来连续多年被评为北京市

守信企业，当下我公司所有投放市场的产品均

通过了国家检验、检测中心的检测。 

 

 

 

www.bjhlxf.com/ 

 

BCP06127213 

 
沈阳捷通消防车有限公司 
（Shenyang Jietong Fire truck Co.,Ltd. ） 

 

AA 

沈阳捷通消防车有限公司(原沈阳消防车厂）成

立于 1974 年，是公安部定点生产举高类消防

车的专业厂，是我国登高平台消防车、高喷消

防车的基地，是我国举高车生产的主要基地。 

 

www.syxfc.com  

 

 

 

BCP22853344  

 
 
 
无锡蓝天电子有限公司 

（Wuxi Brightsky Electronic Co.LTD） 

 

 

 

AA 

无锡蓝天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五年， 

从事船用和陆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气体自动

灭火系统、船用黑匣子（VDR）、船用细水雾灭

火控制系统、嵌入式工业计算机等产品研发、

制造、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公司。蓝天采

用先进的管理软件系统（ERP）进行日常生产

事务的管理，严格按照国际质量体系的要求进

行研发、生产和服务。 

 

 

 

www.bsky.cn 

 

 

 

BCP38196731 

  

 
 
青岛东海建筑器材有限公司 

（ QINGDAO DONGHAI BUILDING 

MATERIALS CO.,LTD.） 

 

 

 

AA 

青岛东海建筑器材有限公司是由韩国东海高

科技产业株式会社于 1994 年投资 4700 万元创

建的外资企业，是亚洲最大的生产、销售、研

发消防水带企业之一。产品性能合格的检测报

告，通过国家公安部消防产品的 3C 强制认证，

 

 

 

www.donghaihose.c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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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UL 认证以及 ISO9001-2000 认证等多项认

证。目前公司产品 80%用于出口到欧美市场，

其产销量始终居国际领先地位。 

 

 

 

BCP13709771 

  

 
 

大连金房子门窗制造有限公司 
（DALIAN GOLDEN HOUSE DOOR & 

WINDOW MANUFACTURE CO.LTD） 

 

 

 

AA 

大连金房子门窗制造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2 

年，公司注册资金 5000 万元，总资产 8000 

多万元，职工总数 400 余人，具有年生产钢

质安全门 40 万樘、防火门（钢质、木质） 10 

万平方米、钢木结构门 3 万樘、铝木复合窗 

10 万平方米的能力。公司拥有完善的营销服

务网络，已在上海、北京、沈阳、大连设立了

销售分公司，国内拥有 300 多家大型客户，

产品远销至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家。 

 

 

www.goldenhouse.n

et.cn 

 

 

 

BCP09365382 

  

 
 
扬州江亚消防药剂有限公司 
（ Yangzhou Jiangya Fire-extinguishing 

Agents Co.,Ltd） 

 

 

 

AA 

我公司创建于一九七八年，是江苏省公安厅消

防局定点生产消防药剂、消防器材、消防服、

隔热服的专业公司。公司从八十年代起就已成

为中国消防协会会员、煤炭矿山救护委员会会

员、水上消防协会东海分会会员。2003 年公司

顺利通过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

品遍布全国，远销海外，广泛应用于民航、石

化、港口等防火单位。 

 

 

 

www.jiangya.com 

 

BCP56991277 

 
重庆欧派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Chongqing Open Inpormation And 

Technolody Cd.,Ltd ） 

 

AA 

重庆欧派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立于 2002

年 2 月，是一家利用计算机技术、多媒体信息

处理技术和控制技术相结合，专业从事安全文

化创意与技术传播、安全文化与技术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综合性高科技企业。 

 

www.open-it.com.c

n 

 

BCP01610920 

  

霍尼韦尔消防安防系统（上海）有

限公司 
（ Honeywell Fire & Securtiy Systems 

(Shanghai) Co.,Ltd） 

 

AA 

 霍尼韦尔消防安防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主要

经营霍尼韦尔旗下火灾报警的旗舰品牌——

诺帝菲尔。所有生产设施均通过 ISO9001 认证，

所有进口销售产品均有 UL、FM 和 CCCF 证书。 

 

www.honeywell.co

m 

 

 

 

 

 

 

BCP44692639  

 
 
 
 
 
江西剑安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JIANGXI JIAN AN FIRE EQUIPMENT 

CO.LTD ） 

 

 

 

 

 

 

AA 

江西剑安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创立于 2004

年，是以高科技为龙头、集科研、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专业从事消防产品研制、开发、生产

的科技型民营企业，自主研发了以硝酸锶为主

氧化剂的我国最新一代哈龙类灭火产品的理想

替代品——洁净型 JA 热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

是国内首家获准按公安部 GA499.1—2004 和

GA500—2004 标准生产和销售的专业气溶胶产

品生产企业。以“团结、务实、科技、创新”

的公司精神和“诚为实、信为本、质为天、客

为上”的经营理念，始终把产品质量看作企业

的生命线，全面通过了中国 CNAS 和英国 UKAS 

ISO9001 国际标准认证，逐步完善提高经营规

划和生产能力。 

 

 

 

 

 

www.jxjaxf.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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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27586589  

     
 
昆山市防火材料厂 

 

 

A 

昆山市防火材料厂建于一九八八年，本厂技术

人员立足科研创新已开发、生产出“金蜂”牌

系列“饰面型防火涂料”、“钢结构防火涂料”、

“隧道防火涂料、”“液体阻燃剂”、“电缆防火

系列材料”等十二种消防产品，并通过国家消

防产品型式认可证管理及产品强制性检测，达

到或超过国家标准所规定的技术质量标准。 

 

 

www.kfc-qiu .com  

 

 

 

BCP36348376  

 
 
河南省威特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 Henansheng Weite Fire Fighting 

Equipment Co.,Ltd） 

 

 

 

A 

河南省威特消防设备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固定

式消防装备的研制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公司产品专业服务于石油、化工、码头、电厂、

飞机库、公路隧道等。公司是中石化、中石油、

中国海洋的二级入网单位、指定供应商，长期

与中石油、中石化、国家储备局等多个单位进

行合作。产品已远销南非、阿尔及利亚、苏丹、

伊朗等国家和地区。 

 

 

 

www.hnwtxf.com 

 

BCP72034076 

 
沈阳宏宇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Shenyang Hongyu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 

 

A 

沈阳宏宇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消

防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电子产品的开发、生产、

销售以及人员疏散模型软件研发的高新技术

企业。 

 

www.hyopto.com 

 

BCP78676067  

 
上海赞瑞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Zanray Industrial Co.,Ltd.） 

 

A 

我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营销一体化的外

向型股份制企业，产品品种齐全、涉及了消防、

冶金、石油化工、电力等主要特殊行业，产品

的主要性能指标不仅符合中国国家标准，更达

到了 EN 和 NFPA 等国际先进标准。 

 

www.zanray.com 

 

 

 

BCP96034985 

     
 
 
宝鸡市金台区振兴木材加工厂 

 

 

 

A 

宝鸡市艾尔玛工贸有限公司建于 1988 年，同

年被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批准为木

质防火门专业生产企业。 2004 年通过

GB/T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5 年 6 月推

行现代企业管理，组建宝鸡市艾尔玛工贸有限

公司。从而使企业成为集开发设计、生产加工

及销售为一体的木制品实体公司。。 

 

 

 

www.bjaem.com 

 

 

BCP48236800  

 
大连金沙防火构件有限公司 
（ Dalian Jinsha Fireproof Component 

Co., Ltd.  

 

 

A 

大连金沙防火构件有限公司大连金沙防火构

件有限公司始建于 1986 年，公司占地面积

190001112，建筑面积 9800fn2，固定资产 1000

万余元人民币，各种生产设备近 50 台，现有

员工 100 余人，其中技术人员 20 余人。 

 

 

ccn.mofcom.gov.cn/

701786  

 

 

 

BCP10514491 

  

 
 
 
北京茂源防火材料厂 

（Maoyuan Fanghuo ） 

 

 

 

A 

京茂源防火材料厂成立于一九八六年，现有职

工 300 人，注册资金 1000 万元，净资产 5000

余万元，拥有 6000 平方米的办公楼、厂房，

60 多名高中级技术人才，具备承接各类建筑消

防工程，空调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的施工，调

式、维修及防火涂料的喷涂施工；同时生产各

种钢、木结构防火涂料、电缆防火涂料、防火

封堵材料、混凝土（隧道）防火涂料，共计 12

 

 

 

www.myf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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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 级以上安装施工型企业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BCP 编码 企业名称 信用

等级 
企业简介 企业网站 

 

 

 

BCP02037986 

 

 

 

上海倍安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Beian Industry Co.,Ltd） 

 

 

 

AAA 

上海倍安实业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有：远控（电控）

消防炮灭火系统、消防机器人系列、环保型水成膜

泡沫液、智能火灾控制系统、住宅防盗联防报警系

统、多媒体电视监控系统、卫星通信指挥系统、抢

险救援系列器材、电视监控云台等。公司专业技术

力量雄厚，专职为钢铁冶金、能源电力、地下工程

等领域提供消防、安保、智能、机电一体化系统的

安全评估、技术咨询、性能化设计及整体规划设计

和解决方案。 

 

 

 

www.shbeian.com 

种产品，均全部通过国家级检测。 

 

 

BCP08448453  

 
上海宝亚安全装备有限公司 

（ Shanghai Baoya Safety Equipment 

Co.,Ltd） 

 

 

A 

上海宝亚安全装备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6 年，

作为一家高新技术创新型企业，宝亚已成功屹

立于呼吸保护产业世界品牌之林，其源动力来

自于企业对该领域国际最新科研技术的吸收，

在国内，宝亚始终扮演着行业领导者的角色。 

 

 

www.bauergroup.co

m.cn  

BCP08442351      天津东丽警报器厂 A 天津东丽警报器厂始建于 1978 年，公司占地

面积 28323112，建筑面积 9800fn2，固定资产

1000 万余元人民币，各种生产设备近 120 台，

现有员工 1100 余人，其中技术人员 220 余人。 

www.dljbq.com 

 

 

BCP99618627  

     
 
山西通威消防电子有限公司 

 

 

A 

山西通威消防电子有限公司是山西省唯一从

事消防报警控制产品的生产企业，是省内消防

行业首家通过国际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并

获准使用国家消防产品安全认证标志的单位。 

本公司研制生产的第三代智能火灾报警系统

已投放市场，其技术性能和可靠性能在国内同

行业中名列前茅得到广大用户的广泛赞誉。 

 

 

 

 

 

BCP99618621  

     
 
 
 
东莞华棱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A 

东莞市华棱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科技开发

与生产为一体、产品配套齐全、技术先进的专

业生产和安装消防、安防产品的民营股份制企

业，是中国消防协会、广东省消防协会会员单

位，多年荣获市人民政府颁发“重合同、守信

用企业” 殊荣。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08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产品符合国标及 BS 标准。

至今已具有近二十年专业研制防火系列产品

的经历，已拥有无包边防火门、钢布特级防火

卷帘、带拐弯结构防火卷帘、单轨双帘特级防

火卷帘、自动关闭防火窗等多项国家专利。 

 

 

 

 

www.dghualing.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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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70226269  

 

 

首安工业消防有限公司 

（ Sureland industrial Fire Safety 

Limited） 

 

 

 

AAA 

安工业消防有限公司是中国首家专业从事工业消防

安全的高新技术企业，是目前唯一美国上市的中国

消防安全企业——中国消防安全集团核心成员。公

司总部位于北京，首安自主创新的三大核心系统产

品——工业火灾专用探测器、报警网络与大客户服

务系统、自动灭火系统，已获得多项核心国际发明

专利。首安公司是国家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单位、

北京市知识产权示范单位。 

 

 

 

www.sureland.com 

 

 

 

BCP30796484 

 

 

 

辽宁东富消防实业有限公司 

（ Liaoning Dongfu Fire Control 

Industry Co.,Ltd） 

 

 

 

AAA 

辽宁东富消防实业有限公司 1996 年成立，位于抚顺

经济开发区，注册资金 2000 万元，占地面积

31931m2，建筑面积 8000m2。是一家集消防产品开

发、生产、经营；消防工程设计、施工、服务；建

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及安防工程设计施工为一体的综

合性企业。近年公司连续被省市政府授予守合同重

信用、诚信纳税企业及优秀建筑业企业光荣称号，

公司已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

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三项管理体

系认证。 

 

 

 

www.df119.com 

 

 

 

BCP65688310   

 

 

天津京雄科技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Tianjin Jingxiong SST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Co.,Ltd.） 

 

 

 

AAA 

天津京雄科技工程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是

从事建筑中各类消防工程、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及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的设计安装、调试、检测和服务的专

业公司。公司自成立以来，共承担重点工程项目 200

余项，其中多项工程获得了国家优质工程鲁班奖、

国家工程建筑质量银质奖及天津市优质工程奖。 

 

 

 

www.tjjingxiong.com.c

n 

 

 

 

BCP61864043 

     

 

 

天津津利堡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AAA 

天津津利堡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集消防及楼宇

自动化控制工程的设计、供货、安装、维修、保养

及咨询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资质等级为消防设

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自 1993 年成立以来，先后取

得了消防工程施工许可证、建筑装饰兼消防工程施

工贰级企业资质、施工资格证书，并于 2000 年通过

了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承接了包括写字楼、酒

店、商场、工业企业、金融机构、气体灭火系统、

消火栓系统、防排烟系统、防火涂料等消防工程。 

 

 

 

www.jgc.com.cn 

 

BCP63394426  

     

沈阳鑫宝来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AAA 

沈阳鑫宝来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8 月，

注册资金 518 万元，具有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

级资质、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 

 

 

 

 

 

BCP26992527   

 

 

 

上海华篷防爆科技有限公司 

（ Shanghai Huapeng Explosion-proof 

Technology Co.ltd） 

 

 

 

 

AAA 

上海华篷防爆科技有限公司是集阻隔防爆技术的研

发、设计、生产、施工和销售为一体的安全科技公

司。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研发力量。HAN 阻隔防

爆技术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HAN"为上

海华篷防爆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先后获得 60

 

 

 

 

www.chinaha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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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国家专利，其中包括 21 项发明专利，至今已递

交 6 个 PCT 专利申请，并已在 40 余个国家和地区进

行了指定国申请。同时，在 117 个国家进行了“HAN”

国际商标注册申请，已在英国、法国、德国等 96 个

国家和地区获准注册。 

 

 

 

BCP77112556 

 

 

 

河南奥威斯科技有限公司 

（Oasis Enterprise Group） 

 

 

 

AAA 

河南奥威斯集团是在河南奥威斯科技有限公司座落

于黄河之滨、豫北重镇新乡市，占地面积 4.85 万平

方米。奥威斯集团拥有上百名高、中级专业技术人

员，引进国际消防前沿科技、配置现代化生产线和

精确的控制及检测设备。2008 年以来，奥威斯人坚

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并实施科

学发展战略，推进了奥威斯由防火建材研发、产品

销售及防火工程施工和经济投资担保，完成了跨行

业、跨领域的横向发展。 

 

 

 

www.xxoasis.com 

 

BCP34831066   

     

上海亚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AAA 

上海亚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隶属于万安达消防集

团，经建设部批准，建筑业企业资质为消防设施工

程专业承包壹级。公司是美国消防协会 NFPA 的会

员，ISO9000 质保体系认证单位。公司以高效、优

质、信誉和先进的消防工程技术不断赢得市场。 

 

www.ttdp.cn 

 

 

 

 

BCP11140721  

 

 

 

昆明华安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KUNMING HUAAN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CO.,LTD 

 

 

 

 

AAA 

昆明华安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6 年，是

专业从事建筑消防系统工程施工、安装调试、技术

支持和维护；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施工、安

装调试；消防设备和建筑智化设备代理、成套采购

供应等业务的公司。注册资金 2019 万元，其中 90%

以上员工具有本科学历和各类专业技术职称、职业

资格证书。 

 

 

 

 

www.kmha.cn 

 

 

 

 

BCP95167086 

 

 

 

北京城建天宁消防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Tianning 

Fire Protection Co.,Ltd ） 

 

 

 

 

AAA 

北京城建天宁消防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一九八五

年，注册资金 1600 万元。最初主要从事钢结构防火

涂料的研制、生产和施工， 曾填补了国内钢结构防

火涂料生产技术的空白。1996 年起连续七年被评为

重合同守信誉先进单位，一九九八年通过 ISO9002

质量保证体系认证。二零零三年通过 ISO9001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www.tnxf.cn 

 

 

 

 

BCP38596888  

 

 

 

上海环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 Shanghai HuanYu Fire Control 

Engineering Co., Ltd.） 

 

 

 

 

AA 

上海环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公司主要经营消防安

装工程，消防系统的维修和保养，消防产品的销售

以及消防咨询服务、技术指导。公司具有消防设施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证书及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

业贰级和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贰级资质。 

公司注重质量管理，通过了 ISO9001：2000 质量体

系认证，并加入了上海市消防协会，为 2007 年上海

消防产业诚信承诺单位。荣获上海市 2006、2008 消

防工程评比麒麟奖。 

 

 

 

 

www.shfire.cn 

 

 

     

 

 

 

万友消防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系香港上市企业中国消

防企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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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385923252  万友消防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AA 5000 万元。现在员工 367 人，生产场所 15000 平方

米，注重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产品的开发和

应用，集设计、生产、施工和售后服务于一体。目前

拥有 40 多家分公司分布本省和全国各主要大中城

市，专门从事消防设施的设计、维护等业务。 

www.wanyoufire.com 

 

 

 

BCP42779424 

     

 

 

内蒙古亨利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AA 

亨利公司始创于 1992 年，主要从事消防设施工程专

业总承包；公共安全防范系统设计、施工和维修；建

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以及防雷工程设计、施工与

服务。公司代理经销美国 GE 公司、ANSUL 公司，以

及国内知名品牌的火灾自动报警和气体灭火产品。 

“现有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一级资质；公共安全

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二级资质；还有建筑智能

化工程、防雷工程设计与施工的相关资质。” 

 

 

 

BCP58799846 

     

 

北京中建科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AA 

北京中建科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是由北京市消防局

考核，在设计施工中坚持为用户提供最先进、最优化

的施工方案和施工工艺，先后出色完成了首都体育

馆、全国总工会、国务院法制办、中国国际战略研究

基金会和总政治部等单位的部分重要工程。 

 

 

 

BCP42779564   

     

 

川消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AA 

川消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是经国家建设部核定，具有消

防设施工程设计乙级资质和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的施工企业，注册资金 5100 万元。公司前身是

四川消防工程公司，成立于 1985 年 10 月，是全国首

家由公安部消防局批准，由原四川消防机械总厂组建

的消防工程专业公司。 

 

 

www.chuanxiao.net.c

n 

 

 

 

BCP18089221  

     

 

 

新疆利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AA 

新疆利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二零零二年,是新

疆消防施工企业中首家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OHSMS1800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消防工

程施工企业，是国家建设部颁发的消防工程施工壹级

资质，钢结构防火涂料施工壹级资质，建筑智能化安

防施工叁级资质的企业。 

 

 

 

www.xjlaxf.com 

 

 

BCP09051827   

 

 

北京奥成益华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Beijing AoCheng Fire Equipment 

Co.,Ltd） 

 

 

AA 

北京奥成益华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奥成消防”)

成立于 2001 年 10 月 19 日,适逢我国申办奥运成功,

公司取名“奥成益华”。优质服务,高效服务,全面服务,

服务社会,是奥成消防的企业宗旨. 北京奥成消防的

愿景是“奥成消防,您可信赖的安全防火墙”. 

 

 

www.aocheng.net.cn 

 

 

BCP74129715   

     

 

河北省隆泰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AA 

本公司是专业从事消防工程及相关产业的综合性公

司，辐射全省，形成了建筑消防设施施工、检测、检

修、维护为一体化的专业施工队伍。本公司承揽火灾

自动报警及联动系统、水灭火、气体灭火、泡沫灭火

等消防专业项目及安全防范、电视监控、楼宇自控、

综合布线等项目的安装施工。 

 

 

www.heblongt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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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30812728 

     

 

河南三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A 

河南三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初创于 1989 年 3 月，本

公司系河南省消防总队审批的第一批“双甲”（即<

甲级消防工程施工安装许可证>和<甲级消防工程设

计许可证>）单位，于 2002 年 7 月获建设部颁发《消

防设施工程专项施工安装一级资质证书》，取得安全

生产许可证。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体

系等认证。 

 

 

 

 

 

BCP50089988  

     

 

 

 

大连中建机电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AA 

大连中建机电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是承做建筑智能化

系统工程、机电设备安装以及自动消防系统工程的高

新技术专业公司。全面承接综合布线系统、楼宇自控

系统、保安监控系统、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出入口

门禁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配套供货、系统集成、

自主软件开发、安装调试、维护保养等一条龙服务的

技术和能力。本公司与国内外许多著名厂商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如：西门子楼宇科技、郎讯、莫

莱克斯、松下、飞利浦、三洋、C&K、AD、以及众多

消防产品和设备厂商。 

 

 

 

 

BCP24343488 

     

 

 

深圳市龙电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A 

深圳市龙电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是经国家公安消防、环

保部门批准，在深圳市工商局注册，专业从事消 防、

安防和环境噪声控制技术研究和应用的综合性科技

开发企业。公司通过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体系认

证，产品严格按 ISO9001：2000 质量认证体系生产、

销售和安装，并实行售后服务承诺。 

 

 

 

BCP24061807   

 

 

北京中加大成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Zhongjiadacheng 

FireTechnology Co.,Ltd 

 

 

 

A 

公司拥有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固定资产

1 亿多元，现有国家一、二级注册建造师 20 多名，

中、高级技术管理人员 50 多名。拥有经验丰富的专

业施工队伍和国内外最先进的电气及消防设施检测

设备。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

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GB/T28001：2001 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www.bjxfgc.com 

 

 

BCP36145597  

    

 

 沈阳江盛自控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A 

沈阳江盛自控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是

从事自动消防工程设计，施工，开通调试，维修以及

火灾自动报警远程监控，具有消防施工一级资质；并

通过 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 国际管理体系三

项认证。成立至今，已设计、施工 100 多项消防工程。 

 

 

 

BCP30812745 

     

 

北京中消伟业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A 

按照规定我公司可承担各类消防设施的施工；可承担

建筑规模为中型以下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的消防设施

工程专项设计；可承担投资额 800 万元及以下的工业

和公共、民用建设项目的设备、线路、管道的安装、

非标准钢构件的制作、安装；可承担工程造价 1200

万元及以下的建筑智能化工程的施工。 

 

 

Zhongxiaoweiye.com.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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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公告和预警】本期发布公告警示 60 条 6 大网购欺诈手段曝光 

自 2011 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 13 日，中国商务信用平台（BCP）共发布消费

警示 60 条； 
 
【警示】6 大网购欺诈手段曝光：便宜货为诱饵 

欺诈是网上市场交易最恶劣的行为,对消费者权益也侵害最大。在 BCP 信用

投诉中心的网购投诉中,有近三成投诉来自这样的行为。BCP 信用投诉中心梳理出

了网上市场最常见的六种欺诈方式,同时请专家对发生在一些大型、正规网站上

的消费侵权案例进行点评,给消费者提个醒。 
 
  案例 1 手机质量差商家不退货 
  陈小姐去年网购了一部索爱 C510 手机,价格 1150 元。收到手机时,陈小姐发

现手机开不了机,向商家更换了一部新的同型号手机,但新机还是开不了机,陈小

姐要求商家退机。商家称是电池问题,而非手机质量问题,不予退机。陈小姐称电

池已按照要求充电 24小时后手机仍不能正常使用,坚决要求退机。双方协商未果。 
  BCP 信用投诉中心点评意见：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究竟是手机的质量问题还是

电池质量问题,如果买卖双方各执一词,需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手机进行检测。但

即使是电池有质量问题,商家也要为消费者更换同品牌、同型号、同规格的电池,
更换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则要免费为消费者退货。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6/30977.html 
 
【警示】养成网购好习惯 网购更安全 

网购问题多，BCP 信用投诉中心提醒广大消费者，养成好习惯，与网购欺诈

绝缘！以下是 BCP 信用投诉中心编辑整理的 13 条网购提醒，严防陷阱从细致入

微做起： 
  1、摆正心态很重要，一分价钱一分货，不要妄想天上掉馅饼，特别便宜的

东西购买需谨慎。 
  2、别被美图所迷惑，实物图片是王道。另需要注意图片上的 logo 是否和店

家一致，谨防盗图;若有条件，可索要原始图片。 
  3、了解物品的尺寸，不仅仅是服装类的，需要平铺尺寸;其他物品也需要谨

防照片视觉错位，留意照片中的参照物。 
  4、别轻易被“原单”、“尾单”、“跟单”……等“X 单”所迷惑，没有那么

多品牌的“真单”能让你好运气买到。 
  5、仔细研究店铺信用，注意信用的积累时间;注意评价人的信息，是否集中

在几个人，评价人的信誉是否特别低;注意评价人购买的物品与店铺目前销售的

物品类别是否一致等等。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6/30931.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6/30977.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6/309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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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网购返利”有哪些猫腻？ 
最好不要贪便宜 
  近日，BCP 信用投诉中心连续发布消费警示，提醒消费者注意“网购返利”

等促销的消费陷阱。 
  近期，一种名为“返利网”的购物网站大量出现，只要通过“返利网”进入

淘宝、当当、京东商城网等网站购物，就能得到现金返利。同时，这些返利网站

促销口号五花八门，有的宣传返利幅度甚至高达 50%。针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反

映“返利购物”带来的消费纠纷，BCP 信用投诉中心经过了解发现，返利网是消

费者通过第三方网站提供的链接去网上购物，形成有效订单后，网商按照一定比

例把销售提成返给返利网站，返利网站再同消费者分享这部分销售提成。但是，

一些网购返利促销的商品价格报价往往高于实际价格，通过提高商品标价，进行

虚假返利;而有的返利网常返利不兑现或兑现时间较长，在网站购物达到返利标

准后，常常很久不能收到返利，而网站客服一直表示正在处理中;还有的返利网

常设置兑现门槛。诸如购买相应物品，按照网站标注的返利标准，申请返利时却

被告知在该网站购物返现有最低标准，或使用了优惠券的不符合兑现条件等。 
BCP 信用投诉中心提醒：由于目前网络购物监管力量相对薄弱，没有相应的

行业标准，发生纠纷后消费者维权难度较大。因此，消费者要理性对待网购返利

的消费方式，按需购买网购返利的商品，不要贪图便宜。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6/31071.html 

 
【警示】出游陷阱多 BCP 提醒网购注意事项多 

BCP 中国商务信用平台：旅游旺季让人难忘的不仅仅是平日里难得一见的优

美风光，更催生出了一些新的出游陷阱，让人防不胜防，BCP 信用投诉中心在这

里略举四类陷阱提醒消费者。 
  陷阱一：临时加餐多宰人 
  在一家民办小学做老师的许小姐暑假里和同事一起报团参加了去内蒙古的

旅行团。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让许小姐非常难忘，同样难忘的还有这一次的团餐。

原来，导游在车上就貌似随意地跟大家聊起“团餐可能一般般，希望大家有个心

理准备”的话题，团友们一听，自然也觉得希望吃得好一点。这时候导游就推荐

给大家一个“心水”的地方，团友们欣然前往，却没想到吃的也非常一般，而且

餐后大家 AA 的餐费也比较离谱。 
  陷阱二：模糊字眼藏猫腻 
  暑期游中，很多游客发现自己实际享受的吃住标准与签合同时不一致，向旅

行社投诉时却发现，原来自己受了模糊字眼的蒙骗。比如合同中写明“包餐”，

餐标却未写明，结果是两菜一汤的盒饭。有的写的是入住“准五星”酒店，可是

实际住的酒店浴室连吹风机都没有。很多出境游线路中也暗藏着差距更大的“模

糊字眼”。在出团说明上，旅行社只会说明全程住宿是三星级或是四星级，但没

http://www.bcpcn.com/articles/6/310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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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明住在哪里。而到了欧洲，导游往往会带游客住在价格较为便宜的郊区。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6/31219.html 
 
【警示】谨防提醒划款类短信诈骗 

近日，王先生收到一条手机号为 155401410XX 发的短信，内容为“工行提醒：

现已在您帐上划 1000 元，详情咨询 010-86265353。”王先生的确有工行的账户，

怎么会被“划 1000 元”呢，这让他心里很担心。记者调查发现，这只是提醒划

款类诈骗短信。 
  骗子是怎么行骗的呢?记者拨通了短信留下的电话。一位自称是工行北京安

定门支行的女士告诉记者，她是工行人士，发现记者的账户有异动，所以短信提

醒。这位女士询问记者，是否在工行有账户?最近有没有办过什么业务?当得知记

者工行的账户最近没有办理业务时，这位女士断定，记者的身份证等信息被人窃

取了，并请记者及时与北京公安局相关人士联系。 
   按照这位女士提供的电话，记者与一位自称是北京公安局金融局的男子联系

上了。这位男子在询问了记者的相关情况后表示，记者银行账户的个人信息可能

已泄露，账户上的资金已经很不安全了，速将所有资金打到其指定的安全账号

62220213090032****7 上，并且不要将情况告知任何人。 
  随后，记者拨打 95588 向工行咨询，客服人员表示，工行短信一般是通过

95588 发送，不会用个人手机号发送，而且记者账户的资金根本没有划走 1000
元。客服人员建议记者打 110 报警。 

记者了解到，类似的诈骗短信案件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生。8 月 18 日、19 日，

安徽省安庆市就连续发生数起类似案件，3 名受害人被骗，涉案金额计近 3 万元，

其中一老汉被骗了 2.4 万元。警方提醒人们，正规银行的温馨提示发出号码均为

该银行正规的客服电话号码，对来历不明的短信或电话要提高警惕，提高自身防

范意识，不要透露个人信息，如有疑问，可直接向银行或相关部门查证，以免落

入诈骗陷阱。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6/31262.html 

 
【最近两周投诉情况汇总】 

 
一、投诉概况 
2011 年 9 月 24 日至 2011 年 10 月 14 日， BCP 投诉中心共受理投诉 373 起，

其中：已认证网站 168 起，解决率达 63.69%；未认证网站 205起，解决率达 30.24%。 
 
 
 
 
 

http://www.bcpcn.com/articles/6/312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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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诉现状分析 
1. 由（图 1）中可以看出，2011 年 9 月 24 日至 2011 年 10 月 14 日，已认

证网站投诉达 168 起，十一黄金周期间投诉量上升，但网站方面能积极配合解决

问题。其中团乐购、24 券、58 团购等团购网表现活跃。 

 
图 1 

 

2.  2011 年 9 月 24 日至 2011 年 10 月 14 日，未认证网站投诉量达 205 起，

与 9 月下旬相比，已有明显下降。其中凡客诚品 V +、1 号点、梦芭莎等多家未

认证网站，也加入到 BCP 是投诉联盟中来，积极协助 BCP 平台处理消费者投诉。 

 

图 2 

三、近期典型投诉案例 
近日投诉平台收到多起类似投诉，主要集中在网站单方面取消订单、购买成

功后不发货等。 
1）“网站单方面取消订单——齐齐网” 

主要内容多是：在齐齐网下单订购 SNOOPY 飞行系列三层丝绵、110*150 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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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抱枕汽车空调被加厚等产品。并且支付成功，订单已经成立。 
到了 20 号查询订单情况时发现已被齐齐网单方面取消了。齐齐即没有经过

客户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相关国家相关部门的仲裁，是谁给了他这样的权利？ 
网友强烈要求恢复订单记录，并且给按照订单发货！  

2）“网站拒绝发货——蚂蚁汇” 
主要内容多是：2011 年 8 月 11 日网友在蚂蚁汇网站上面购买了日清的曲奇

饼干，由于价格优惠，马上就下单订购，并且付款。但是到了 15 日，蚂蚁汇仍

然没有发货。联系客服，态度恶劣，说不会发货，让取消订单，理由是商品规格

标记错误。 
现在蚂蚁汇的做法是，下订单不发货，也不将货款返还，也不给出合理解释。

网友目前完全不能接收其做法。 
 
BCP 信用投诉中心提示：网友在购物时，应谨慎选择购物网站。谨防低价格

诱惑导致经济利益受损。安全放心网购，请优先选择通过 BCP 信用认证的网站(详
情见 http://www.bcpcn.com/cwdl) ，如遇到网络购物欺诈，可随时登录

ts.bcpcn.com 进行投诉，也可拨打投诉热线 4006-400-312。 
更多内容请登录中国商务信用平台www.bcp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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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 网站统计汇总 9 月国内排名整体呈上升趋势 

一、国际排名：中国商务信用平台（www.bcpcn.com） 在 9.24-10.14 最好

国际排名是 58276。 
 

 
 

二、国内排名：中国商务信用平台（www.bcpcn.com）在 9.24-10.14 国内排

名整体呈上升趋势，最好排名是 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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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均 PV 访问量：中国商务信用平台（www.bcpcn.com）在 9.24-10.14
期间网站日均浏览量九月下旬较佳，最高 PV 为 118800，与上旬相比有较大提升。  

 
 

四、日均 IP 访问量：中国商务信用平台（www.bcpcn.com）在 9.24-10.14 期

间网站日均访问量增势较为平稳。 

 
 

五、流量排名：中国商务信用平台（www.bcpcn.com）在 9.24-10.14 期间，

日均访问量增势较为平稳，最佳排名为 3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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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80 家企业（网站）集中报名参与评级认证工作 

据统计本期（9 月 26 日至 10 月 16 日），天合石油集团汇丰石油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浙祥兴（福建）箱包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实丰玩具实业有限公司、江苏

金贸世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中艺国际储运公司江苏公司、深圳市瑞强工贸有限

公司、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美尔雅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丝

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莱芜日昇国际经济合作有限公司、中国交远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公司等 56 家企业由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协会、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工

业协会以及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向国富泰评级递交申请，报名参与信用等级评

价工作。相关协会已在其网站公示评级工作通知，评审工作已有序展开。  
另悉，同期有上海赢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扬州市广陵区许师傅服装修整服

务中心、上海叮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州旭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徐州金天盛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徐州金天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欧易投资咨询（上海）有限

公司、济宁西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郑州麦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白领家居平台  
合肥网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欢乐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乐山广益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江西宸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春木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廊坊市洪

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盐城九州网络信息有限公司、深圳市丁佩儿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新美团等 24 家网站向中国商务信用平台（BCP）报名参与认证，相关评审

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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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声音】 

现在团：信用是发展的助推器 

在团属于北京宇信易诚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

金融 IT 企业。现在团成立于 2010 年，并在同年 10 月成为了第一批获 BCP 信用

认证的团购网站。 
用实力保证团购 现在团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公布的电子商务信用认证

的网站的“信用额度”中，现在团的信用额度总体排名第四，在独立域名网站中

更是居于首位。现在团 CEO 井家斌表示，现在团能通过此次认证，除了我们自

身积极对待外，更重要的是我们雄厚的实力及完善的服务体系。” 
信用始终是第一位 经过 BCP 信用认证现在团开始完善自己的服务体系，对

客服人员给予了一定的处理权限，以便及时掌握用户反馈及迅速处理相关问题，

同时还有一整套的应急机制，一旦产品或服务出现问题，首先就是在最短的时间

内对用户进行先行赔付。在通过了 BCP 电子商务信用认证后得到不仅是一个名

号，我们得到的是上千万网络消费的监督，所以我们始终是将信用放在第一位的。 
  现在有一些团购网有挪用消费者预付款的现象，这样有很大的隐患，很容易

发生不能按时给商家结款的情况，从而导致商家产生情绪而影响服务甚至终止合

作使得用户受损，而我们经过了 BCP 电子商务信用认证后建立了健全的财务制

度，对于消费者的预付款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这样就又堵住了一些隐患。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261/31500.html 

消费者：BCP 信用认证值得我们相信 

网购目前已是众多网友最受欢迎的一种购物方式，随着它的普及，带来的问

题与麻烦也是不断，主要是货不对板、不按时发货、单方面取消订单、发布虚假

信息或是出售假货等。所以在网购时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双眼，发现值得信懒

的网站进行消费。最近我就遇到了一件网购的烦心事。 
    刘先生：我 7 月 28 日在爽团购买了一双鞋，直到 8 月 4 日都是未发货，后

来致电客服，客服的态度还很差说我们会在 3-7 天送到，可是过了 7 天还是没有

送到，我希望爽团可以给我回电话，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并尽快发货。并在

BCP 信用投诉中心对其进行了投诉，因为我看到爽团网是经过 BCP 信用认证的网

站，觉得这样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所以就投诉了它。 
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我投诉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我在爽团购买的那双鞋，而

且爽团网的客服也给我打了电话，确认我是否真的收到了货物，对此我非常高兴，

感谢 BCP 信用投诉中心帮我解决了烦心事，让我了解到网购的维权并没有想象的

那么难，并且 BCP 信用认证还是可信。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261/312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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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勿堵易疏 风险预警因地制宜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信息集散地和社会舆论放大器，网络舆论是反映社情民

意的风向标，网络舆情的危机应对与研判也成为领导决策必不可少的参考依据之

一。调查表明，当前 80%的网络热点与政法有关，往往一个细小的案件，经过网

络的发酵，随即演变为震动各界的社会热点事件。越来越多的案件当事人也通过

网络来传播和放大自己的声音，这已成为网络时代控告、申诉等信访领域的一个

重要特征。化解舆情危机，做好政法领域舆情民意的趋势研判，做好舆论应对与

引导，是现阶段摆在政法机关面前的首要任务之一。 
  当前，面对网络等新兴媒体的特点、规律以及对我们生活和舆论导向的影响

认识不足，以我为主、抢占先机的意识不强，及时反映、有效应对涉检重大舆情

的能力不强，尚没有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因此，“湖北挟尸要价”、“上海钓

鱼执法”、“邓玉娇案件”等等。被网络热炒无限放大后，干扰了政法机关的正常

工作，严重损害政法机关的形象。事实证明，在今年发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中，

舆情，尤其是网络舆情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何及时、全面、有效地

掌握舆情动态，从而及时、正确地发布信息，有效应对、引导和驾驭舆情，是当

前政法机关必须要补上的重要一课。 
 

政法机关应对网络舆情方面存在的问题 
  政法机构作为我国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等方面的职责，它对网络舆情信息的应对、导控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至

关重要。 
  为了进一步加强互联网新闻宣传和信息内容安全管理，各地政法战线相继成

立了相关部门对社会舆情信息进行监管，但这一过程中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 
  （1）缺乏网络舆情监测方面的专业人员，缺少网络舆情危机意识和处置网

络舆情危机技巧的训练，不善于和新闻媒体沟通。对各种网络舆情危机情况不能

进行科学预测，分析和引导，没有一套完整的预防网络舆情危机的具体策略。 
（2）网络舆情预警和分析工作滞后，造成危机事件处置被动。舆情监测技

术手段落后。网络舆情监测，少不了及时有效的信息搜集、信息处理、信息研判、

信息反馈、信息决策，这就需要强有力的技术系统尤其是一套高效的计算机软件

系统。我国绝大部分政法部门却没有与网络舆情监测和舆情分析相匹配的科技手

段，在舆情危机事件发生后，难以及时有效获取深层次、高质量的网络舆情信息，

经常造成舆情危机事件处置工作的被动。 
（3）绝大多数政法部门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舆情事件时，由于没有思想与专

业上的指导、帮助，一旦事发，便寻求宣传部门以强硬的手段对舆情内容进行堵

截。但事情的结果大多是舆情内容越删越多，反而错过了疏通舆情，进行正面辟

谣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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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雷达舆情监测 专业预警对症下药 
  网络舆情信息属于海量信息，信息随意性很强，难以进行识别和辨别；对特

定的政法舆情监测分析需求，难以找到突破点。人海战术已经失灵，如何在技术

上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风险雷达舆情监测系统（yuqing.bcpcn.com）利用上千台服务器组成的云计

算处理平台，采用全球独创的专利技术“PeopleRacnk”算法，通过关键词设置、

联想热词设置、监测网名 ID、监测条件设置、时间选择设置等方法已实现发现

互联网热点能力小时级，及在舆情形成 1 小时内形成全面具体的风险预警。 
风险雷达（yuqing.bcpcn.com）可针对指定论坛列表进行热点挖掘，聚合新

闻、论坛、博客、微博、百科、贴吧、社区等各种信息来源的新增数据，并进行

垂直抓取；对发现的数据进行逐条质量评价与分析，自动过滤掉无价值的信息，

提高监测精准度。对抓取到的数据进行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为政府相关部门

提供精准有效的网络舆情预警服务。风险雷达还具备境外微博热点发现预警能

力，并可对某敏感热点的发布者深入挖掘，拉出与其关系最密切的推友。 
风险雷达舆情监测系统（yuqing.bcpcn.com），能帮助政法机关敏锐发现和整

理有关的网络舆情信息，通过自动采集、自动分类、智能过滤（甄别筛选）、自

动聚类、主题检测和统计分析，实现社会热点话题、突发事件、重大案情的快速

识别和定向追踪，在第一时间做出迅速反应，全方面客观地揭示舆情的状况和走

向。为各界政法机关提供专业的舆情监测信息服务。从而帮助政法机关及时掌握

舆情动向，做到对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件快速发现、快速处理，从正面引导舆论

和宣传，构建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241/310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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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百科】 

维权知识：参加团购注意四点 谨防被骗 

怎样才能通过消费技巧回避风险，让我们团购更加放心?下面，我们就介绍

几个简单的团购技巧。 
搜集购买产品相关信息 团购最好有所规划，特别是对于自己需要采购的产

品，应该对参团商品进行信息收集，包括商品的品牌、型号、品质、售后服务、

市场价以及公布的团购价等。大家不妨在集中采购的时候多参照一些店面内同品

牌同类型产品的价格，再决定是否参加团购。有很多大品牌产品在价格上我们是

完全可以放心的。我们还需要观察产品的具体店面销售价格与团购价格之间的差

别会不会太大。 
团购网站很关键 团购网站良莠不齐，建议选择有知名度、诚信度高的团购

网站，其售后服务更有保证，最好选择经过 BCP 信用认证的网站。很多网站公布

了团购网的排行榜，从中挑选排名较高的网站，信誉度较高的团购网能够提供更

好的服务。此外，消费者需要留意每个团购信息的网友互动留言，团购前多留意

自己要团购商品的相关网友评价。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9/31353.html 

 

什么是舆情监测？舆情监测系统应用在哪些方面？ 

舆情监测是通过对互联网传播的公众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焦点问题所持

的有较强影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的一种监视和预测行为。    
      舆情监测主要通过 BBS 论坛、博客、新闻跟贴、转贴等实现并加以强化。

由于互联网具有虚拟性、隐蔽性、发散性、渗透性和随意性等特点，越来越多的

网民乐意通过这种渠道来表达观点、传播思想。当今，信息传播与意见交互空前

迅捷，网络舆论的表达诉求也日益多元。如果引导不善，负面的网络舆情将对社

会公共安全形成较大威胁。   
      舆情监测系统，指政府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职能机构，对网络舆情尤其是

负面舆情的监测预警与控制，从而实现有效化解网络舆论危机的目的，包括监测、

预警、应对三个环节。在监测环节，有关人员和系统对网络舆情的内容、走向、

价值观等方面进行密切关注，将最新情况及时反映到有关部门；在预警环节，对

内容进行判断和归纳，对这些正在形成、有可能产生更大范围影响的舆论进行筛

选，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网络舆情走向做好各种应对准备；在应对环节，当网络

舆情变为现实的网络舆论危机事件后，有关政府部门采取的具体行动，如何化解

危机、消除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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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联盟】 

本期评级应用联盟共计 6119 成员，新增 80 个。 联盟成员：湖北美尔雅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莱芜日昇国际经济合作有限公

司、家庭团购网、赶集网、全威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武汉亲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六安市裕安区慧眼英才信息科技服务工作室、深圳恩方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春木

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廊坊市洪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盐城九州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深圳市丁佩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新美团、中机国际招标公司、香港证券业经纪

协会等。  

 

 

 

主办单位：中国商务信用平台（BCP）  

 

 

业务咨询：  

BCP 国富泰信用评级中心：  

武兴华 电话：010-87519010 邮箱：pingjia@12312.gov.cn  

李铁富 电话：010-87519004 邮箱：litiefu@ec.com.cn  

 

BCP 信用认证中心：  

付振兴 电话：010- 87519011 邮箱：fuzhenxing@ec.com.cn  

 

风险雷达舆情监测系统： 

祁亚星 电话：010-87519003 邮箱：public@bcp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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