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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成立于江苏南京
下辖分公司南京常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合肥分公司，子公司南京常帜信用管理
有限公司
13年+产业经验，15+行业成熟服务方
案，1000+客户信任
客户区域分布
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北京

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质量服务方
案，推动产业现代化

成为认证服务领域的领导者，成就
行业旗帜

以专业技术真诚用心服务

公司使命

常帜咨询

公司愿景

服务理念

专业团队
常帜咨询是业内较早实施合伙人制的认证咨询机
构，拥有信息安全事业部、食品安全事业部等专
业团队，专业服务专项领域。

专职人员
有别于业界大部分友商的服务模式，常帜服务团
队成员，均为公司专职员工，专注服务常帜客
户。

专注产业
创始人团队深耕认证产业13年+，我们深知唯有
热爱，方能让服务更专业；唯有以推动产业进步
为己任，方能体现服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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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帜信用备案

ITSS会员

CCIA安徽授权

CCIA江苏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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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认证咨询服务
服务认证咨询服务

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

商品售后服务评价认证（GB/T 27922）

信息安全服务资质（CCRC）

信息系统服务商交付能力评价（CCID）

标准评估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

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资质（CCIA）

信用服务
信用等级评价

供应链信用管理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DCMM）

信息系统建设及服务能力评估（CS）

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CMMI）

产品认证咨询服务
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

CQC自愿性产品认证（节能节水环保）

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十环）

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45001）

农食产品管理体系认证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O/IEC 27001）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ISO/IEC 20000）

测量管理体系（GB/T19022/ISO10012）

能源管理体系（ISO 50001）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GB/T 29490）

建筑施工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GB/T50430）
汽车行业质量管理技术规范（IATF16949）
国际铁路质量管理体系（ISO22163）
国际航空质量管理体系（AS9100/EN9100）
电气与电子元件和产品有害物质过程控制管理体系认证（QC080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FSSC22000）
危害分析与关键点控制（HACCP）
英国零售商协会食品技术标准（BRC）

隐私信息管理体系（ISO/IEC27701）
云数据保护（ISO/IEC 27017）
云隐私保护（ISO/IEC 2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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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标准评估咨询服务流程 信用评价服务流程

项目诊断

差距分析

项目辅导

改进提高

项目验收

资料收集

尽职调查

数据分析

评审会决议

签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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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机构: 标准化评估机构：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德凯质量认证（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江苏省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安徽省电子产品监督检验所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  

必维认证（北京）有限公司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上海恩可埃认证有限公司   合作伙伴
COOPERATIVE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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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检集团（CCIC）一级子公司，专注于为全球

商品提供溯源解决方案，为政府部门、生产企

业、国内外贸易商、消费者传递信任。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主营

业务为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研究、制造和销售。

致力于光伏技术研发、光伏产品制造与销售以及

光伏系统的设计和实施。

央企国企

02

03
中检集团九大核心公司之一，是目前江苏地区以

“检验、鉴定、认证、测试、培训”为主业的综

合性权威检验认证机构，设有20家分子公司，

运营网络遍及江苏全省各地。

中国电科集团控股，专注于太赫兹技术安检设备

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是中国第一个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研发制造太赫兹安检设备，

第一个发布太赫兹人体安检设备的企业。

04

05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成员企业，

注册资本10亿元，年国际贸易总额约10亿美元，

年营业收入约90亿元。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上市公司中国中材国

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970）全资

子公司，专业从事节能环保综合服务。

06

07
隶属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业从事IDC

基础业务，致力于为遍布全球客户提供咨询、IT服

务、大数据平台以及智慧城市的全套解决方案。

由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江苏省

纸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废纸回收

销售企业之一，在2017年“中国再生资源企业百

强排行榜”名列第五名。

08

09
南京江北新区公用资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南京

江北新区管委会、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等单位共同出资的国有企业。是江北新区公用

事业投资与发展的主体，引领新区公用事业板块的

智慧化发展。

隶属于安徽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是安徽省

内建筑智能化及系统集成业务规模最大的服务商

之一，是安徽省政府信息化的主要服务提供商，

技术实力和市场地位在安徽省内都处于领先水

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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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信股份（300447）是专业从事军用光电传输

产品研发、生产，提供传输系统技术解决方案的

高科技企业，产品覆盖航空、航天、船舶、兵

器、电子五大军工领域，为四代机、航母、载人

航天工程、二代导航等国家重大项目提供全面的

配套和技术保障方案。

南京途牛科技有限公司（NASDAQ:TOUR），

是美股市场第一支专注于在线休闲旅游的中国公

司。自2015年第四季度以来，途牛一直位居中国

在线休闲旅游市场份额第一。截至2019年3月，

途牛累计服务超过1.08亿人次出游，共获得客户

点评600多万条，产品综合满意度达到93%。

公众公司

02

03
龙蟠科技（603906），国内规模领先的汽车环

保精细化学品企业，市场覆盖国内所有省市以及

全球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业务领域包括润滑油液

脂、车用环保尿素、氢能源、锂电材料。

华苏科技是神州信息（000555）的全资子公司

，专注于移动通信无线网络优化和电信大数据的

挖掘与应用，是国内知名的通信技术服务企业。

04

05
南京新鸿运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833440）

，是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2019年在中国指

数研究院所发布的物业服务百强排行中名列第

39位。

苏 宁 帮 客 科 技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是 苏 宁 易 购

（002024）旗下售后服务平台，覆盖全国300+

城市，2800+区县，30000+乡镇，服务能力覆

盖率超过98%，拥有服务网点8000家，近10万

名服务工程师，年度服务用户3000万，是行业领

先的综合服务提供商。

06

07
天立泰（831918）聚焦智慧教育、智慧林业和

智慧水利等行业领域，为安徽省多所中小学和高

职院校提供了全方位的智慧教育信息化产品和服

务；是全国第一家林火预警智能服务平台建设与

运营企业和森林防火一体化应用平台首创企业。

江苏宝胜精密导体有限公司是宝胜股份（600973

）的全资子公司，是专业研发制造各类精密铜导体

的科技型企业。服务领域覆盖军工、航空、电子、

汽车精密仪表、医疗器械等产业领域。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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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正大食品(南通)有限公司作为正大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公司从上游种鸡、孵化、肉鸡到下游鸡肉

屠宰、分割、熟调加工、销售、物流、终端零售

门店，是从农场到餐桌全产业链的一条龙食品鸡

肉加工企业。

一鸣生物是集科研、生产制造和销售于一体的现

代化民营股份制企业。是继日本味之素公司之

后，国际上第二家、国内第一家实现以微生物发

酵法生产谷氨酰胺转胺酶（MTG）的企业。

食品、生物科技 服务业

02

03
苏州吉成酱业是中国有机酱油的标杆品牌，是华

东地区首家专业生产高盐稀态酱油及日本式调味

品的生产企业，公司的“梅李木桶酱油酿造技艺

”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

江苏永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血浆蛋白粉

，血球蛋白粉的生产和技术研发为主营业务的生

物制品企业，其生产技术是国家饲料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NFERC)主持引进的国际先进农业技术

项目。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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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南京佳润餐饮有限公司由南京仁成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投资，公司旗下回味品牌连锁餐饮，在南京

、华东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南京味洲航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为全国数十家

航空食品公司配送400余种农副产品，在北京、

上海、杭州、深圳、广州、成都等地均设有办事

处或配送中心。

06

01
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是由北京大学投资控

股、北大法学院主管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

。致力于法律信息与知识工程、法律大数据与人

工智能、智慧在线法学教育培训、法治传媒和法

律国际文化交流事业。

航姆物流集团创始于2002 年，作为由中国交通

运输部机关工会支持下发展的综合性物流公司， 

拥有船舶代理、货运代理、项目运行、船舶服

务、贸易服务五大业务板块。

02

03
江苏联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是我国规模较大的专

业展览公司之一，主要业务为境外办展、出国组

展、境内办展、境外考察、会议服务、因私出入

境服务等。

江苏省东图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是我国首批甲

级土地规划资质单位，国家甲级测绘资质单位，

国家城乡规划编制乙级资质单位。主要业务为国

土空间规划、土地规划、城乡规划等测绘规划类

服务。

04

05
淮安金州水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3月，由

外商独资企业金州水务集团100%控股，项目采

用BOT模式，金州水务集团与淮安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签署了30年特许经营协议，是淮安经济

开发区重要的基础配套设施。

江苏博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面积约1100平

方米，业务涵盖水和废水、空气和废气（含室内

空气）、土壤和底泥、噪声和振动、生活饮用水

、工作场所化学有害因素检测以及污水处理厂污

泥检测。

06



01
南京欣网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范围涵盖

了无线网规网优、综合代维、设备安装与调测、

通信网络建设、室内分布系统规划与建设、系统

集成、ICT方案与实施、软件研发等各个领域，

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合肥等全国二十余

个省市设立了分公司及办事机构。

安徽宝葫芦信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

佳服务外包供应商中国五十强、全球最佳服务外

包供应商BPO中国二十强企业，曾荣获中国企业

级服务创新实践金鳞奖、档案服务领域最佳产品

奖，是我国档案信息化服务领域的领先企业。

02

03
南京杰思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拥有芯片设计、研

发、测试、应用等产品全流程端到端的关键核心

技术。依托美国硅谷技术优势，专业从事芯片设

计、生产、封装、测试与应用的研究开发工作，

提供芯片以及基于芯片应用的全产业链整体解决

方案。

南京天数智芯科技有限公司（现上海天数智芯半

导体有限公司），致力于研发自主可控、国际一

流的通用、标准、高性能云端通用计算芯片

GP-GPU，从芯片端解决计算力问题。由来自

美国硅谷的计算机技术专家和国内行业精英联合

创立。

04

05
南京安元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依托南京工业大

学产学研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是

国内安全生产领域软件工程项目和软件产品服务

的龙头企业。

南京红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聚焦于“人”的成

长事业，以“成就卓越自我”为使命，是一家为

企业提供一站式员工培训及学习解决方案的高新

技术企业。

06

07
安徽云森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旗下企业，科大擎天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致力

于物联网应用与大数据分析，构建了以产品研发

、生产加工、渠道销售、工程建设、安防运营为

主体的发展模式。

中水三立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水务自

动化、信息化建造领域的系统集成、应用软件开

发、运行维护服务。专注服务于中国水务信息

化。在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客户服务中心

和运营维护中心。

08

09
南京铁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通信网络

系统集成、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系

统集成、行业应用软件研发”于一体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客户主要分布在电信、金融、公共服

务等产业领域，业务覆盖全国20多个省份。

南京瑞山电网控制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电力自

动化系统研发和工程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

针对电力企业和大型厂矿企业的电力部门，提供

贯穿从技术咨询、方案设计、工程实施到验收投

运、售后支持整个过程的服务。

10

信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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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为

双马集团和中如建工合资控股。公司具备年产脂

肪酸25万吨、油酸2万吨、甘油3万吨、皂基3.5

万吨的产能，年总产值达20亿元。

江苏河阳线缆有限公司成立于1971年，能提供全

系列的电梯电缆、充电桩电缆及其它电缆的研发

设计。公司年生产电线电缆20万公里，年产电梯

预制电缆30000套。

02

03
江苏奥喜埃化工有限公司为韩资独资企业，公司

生产的系列化工产品，年折100%氢氧化钾生产

能力10.5万吨，位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南京汇鑫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究、开

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

产OCA光学胶、AB胶、PU保护膜等光学类胶

带。

04

05
常州博康特材科技有限公司为沈阳中核舰航特材

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产品为钛及钛

合金棒、丝。

苏州正益凯电器有限公司致力于供应高性价比的

生活电器，主要产品为家用吸尘器、工业吸尘

器、智能吸尘器。

06

07
泰兴龙溢端子有限公司是质量管理体系GB/T 

19001-2016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主要生产

各式接线端子。

江苏江平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拥有雄厚技术实

力的空调净化设备生产商，主要产品有屋顶通风

器、舰船用空调、新风机组等。

08

09
南京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是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产品为电动商用车。

南通晓星变压器有限公司是韩国晓星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主要生产各类变压器产品。

10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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