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证书
标准

ISO 9001:2015

证书登记号码

01 100 1431182

证书持有者：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000208818
注册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一号
邮编：100015
经营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 9 号 A1 楼
邮编：100015
所包括场地已列于证书附件上
认证范围：

工业控制电柜的设计、装配、测试、调试和服务；低压配电柜的设
计、生产和服务；工业自动化工程项目的设计、编程、调试和服
务；汽车生产线及其设备的设计（机械设计除外）、总装、调试和
服务；西门子自动化和驱动产品的售前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工业
电气系统的改造、调试和服务

® TÜV, TUEV and TUV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Utilisation and application requires prior approval.

证明完成了审核并满足了 ISO 9001:2015 标准的要求。

有效期：

证书有效期从 2019-01-08 至 2020-09-03。
此证书须经过符合要求的监督审核保持有效。
初次发证始于 2014 年
本证书信息可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上查询
http://www.cnca.gov.cn

2019-01-08
TÜV Rheinland Cert GmbH
Am Grauen Stein · 51105 Köln

www.tuv.com

® TÜV, TUEV and TUV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Utilisation and application requires prior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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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1:2015

证书登记号码

01 100 1431182

号码

场地

认证范围

/01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6000208818
注册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
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一号
邮编：100015
经营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
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 9 号 A1 楼
邮编：100015

工业自动化工程项目的设计、编程、调试和服
务；西门子自动化和驱动产品的售前技术支持和
售后服务；工业电气系统的改造、调试和服务；
工业控制电柜和低压配电柜的设计和服务

/02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第一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8783623X7
注册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
市闵行区友东路 38 号
邮编：201100
经营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
市徐汇区中山南二路 1089 号徐汇
苑大厦 22~25 楼
邮编：200030

工业控制电柜的设计、测试、调试和服务；工业
自动化工程项目的设计、编程、调试和服务；西
门子自动化和驱动产品的售前技术支持和售后服
务；工业电气系统的改造、调试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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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汽车生产线及其设备的设计（机械设计除外）、
总装、调试和服务
上海第二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60165962M
注册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
市嘉定区马陆镇博学路 1258 号 6
幢
邮编：201801
经营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
市嘉定区马陆镇博学路 1258 号 46幢
邮编：201801

/04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鞍山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300689677723C
注册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
省鞍山市铁东区鞍千路 452 号
邮编：114010
经营地址：同上述地址

低压配电柜的生产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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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第一分公司友东路车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8783623X7
注册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
市闵行区友东路 38 号
邮编：201199
经营地址：同上述地址

工业控制电柜的测试和调试，现场服务

/07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事业部客户支持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6000208818
注册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
市望京中环南路 7 号
邮编：100102
经营地址：同上述地址

客户服务

/08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顺义工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6000208818
注册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
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一号
邮编：100015
经营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
市顺义区南彩镇彩达三街 1 号茂
华工场 8 号厂房 1 层 101
邮编：101399

工业控制电柜的装配、测试、调试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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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客户培训服务
上海第一分公司培训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8783623X7
注册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
市延安西路 1538 号少年出版社大
楼5层
邮编：200052
经营地址：同上述地址

/10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14MA1T7B6J70
注册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锡
市新吴区汉江路 15-14 号厂房
邮编：214028
经营地址：同上述地址

低压配电柜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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