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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实地评估报告 
         

报告: 

签约主体名称 武义哈勃工贸有限公司 

被审核公司名称 武义哈勃工贸有限公司 

审核地址 武义县熟溪街道东南工业区 

SGS 审核员 Patrick Chen 审核 Jacky Ren 

审核日期 2017 年 4 月 24 日 失效日期 2018 年 4 月 23 日 

公司外景 

  

 

评估范围: 

第一部分: 公司概括 

第二部分: 工厂情况 

第三部分: 人力资源 

第四部分: 生产实力 

第五部分: 产能情况 

第六部分: 资质资格 

第七部分: 服务/售后 

第八部分: 渠道市场 

第九部分: 质量保证及供应链管理 

第十部分: 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 

第十一部分: 财务情况 

第十二部分：实地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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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结果总结 
 

1. 供应商评估结论：合格 

 

2. 综述 

 

武义哈勃工贸有限公司位于武义县熟溪街道东南工业区，距离中国门都永康 30 分钟的车程，是现有员工

1169 名的生产型企业，并拥有自主品牌哈勃欧曼。公司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 三

体系认证，并获得了中国环境认证标志，其生产的防火门和防火窗通过了 CCC 认证。并且与恒大，保利，

万科国内百强地产企业有合作。与永康武义门行业比较，武义哈勃工贸有限公司拥有的自动辊轧成型和自

动喷涂线比较先进，不同的产品系列在不同的厂区生产，一厂主要生产防火门，二厂主要生产防火窗，防

盗门，这样生产商容易管理，并且上线了 ERP 系统，对生产管控比较严格，另外根据实际生产需要会对

两个厂区的工人、技术人员随时进行调整，保证产能能跟上生产需要。 

 

 

3. 供应商评估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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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公司概括 

 

1.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武义哈勃工贸有限公司 

经营状态 存续 

注册地址 武义县熟溪街道东南工业区（冷水坑）（浙江实美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内） 

运营地址 武义县熟溪街道东南工业区 

运营年限 8 年 

主要产品 防火门，防火窗，防盗门 

经营品牌 

 自有品牌 品牌名称：哈勃欧曼 HABOMAN   授权品牌 品牌名称：_______ 

是否已经注册商标：   是               否 

商标名称 
哈勃欧曼 

HABOMAN 
商标编号 16165199 

商标注册时间年限 1 年 商标状态 R 标 

主营业务范围 

木质门、钢木门（以上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防盗门及配件、铜门、铝门、不锈钢门、钢质门、

防火门芯板（除石棉制品）、防火卷帘、钢质防火窗、挡烟垂壁、防火门及配件的制造、销售、

安装、维护、修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产品系列 系列名称：防火门，防火窗，防盗门 

营业执照编号 91330723684524621G 税务登记号 91330723684524621G 

营业执照注册日期 2009 年 01 月 19 日 组织机构代码证  91330723684524621G 

营业执照有效期 2009 年 01 月 19 日至 2029 年 01 月 18 日止 

企业对外投资情况 

项目所在地区 无 项目名称 无 

投资金额 无 收益情况 无 

关联公司情况 

是否有关联公司  有                    无 

关联类型 
 同法人关联             存在共同股东 

 股东与法人之间有直系亲属关系 

共同法人（股东）名称 无 

1.2 联系方式 

联系人 楼智慧 联系人职位 集采部总经理 

电话号码 0579-89206353 传真号码 0579-87015719 

电子邮件 louzhihui@oumanbuild.com  公司网址 http://www.zjhabo.com  

mailto:louzhihui@oumanbuild.com
http://www.zjha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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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工厂情况 

 

2.1 基本信息 

工厂名称 武义哈勃工贸有限公司 

经营状态 存续 

注册地址 武义县熟溪街道东南工业区（冷水坑）（浙江实美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内） 

生产地址 武义县熟溪街道东南工业区 

生产（运营）年限 8 年 

主营业务范围 

木质门、钢木门（以上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防盗门及配件、铜门、铝门、不锈钢门、钢质门、

防火门芯板（除石棉制品）、防火卷帘、钢质防火窗、挡烟垂壁、防火门及配件的制造、销售、

安装、维护、修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营业执照编号 91330723684524621G 税务登记号 91330723684524621G 

注册日期 2009 年 01 月 19 日 组织机构代码证  91330723684524621G 

营业执照有效期 2009 年 01 月 19 日至 2029 年 01 月 18 日止 

2.2 联系方式 

公司代表 楼智慧 联系人职位 集采部总经理 

电话号码 0579-89206353 传真号码 0579-87015719 

电子邮箱 louzhihui@oumanbuild.com  公司网址 http://www.zjhabo.com  

 
 

 

mailto:louzhihui@oumanbuild.com
http://www.zjha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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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人力资源 

 

3.1 部门架构 

 
 

3.2 公司人员 

人员 

部门 人数 

董事长 1 

总经理 1 

总经办 2 

集采事业部 40 

客服部 25 

采购部 20 

生产部 1000 

人事部 18 

财务部 12 

外贸部 50 

关联工厂人员数量 0 

    总人员数量 1169 

  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30 生产人员数量 950 

非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54 非生产人员数量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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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产能实力 
 

4.1 生产能力及研发 

设备情况 

设备名称 所属车间 品牌与型号 数量 

自动辊轧成型机 钣金车间 LWG/400 15 

剪板机 钣金车间 QC12Y-4×2500 30 

多功能液压组合冲床 钣金车间 ZHC-5 30 

精密推台锯 钣金车间 MJ6132B 10 

热压机 胶合车间 无 15 

玻璃切割机 钣金车间 无 2 

3.5 公里喷涂流水线 表面车间 无 4 

液压板料折弯机 钣金车间 WC67Y-40/2500 5 

开山牌螺杆压缩机  钣金车间 LG-2.4/8 5 

冷冻干燥机  表面车间 KGH-100F 6 

双系统静电发生器 表面车间 无 8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机  

表面车间 NBC-270F/T 100 

自动辊轧成型机 剪板机 多功能液压组合冲床 

   

精密推台锯 热压机 玻璃切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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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拥有全部生产流程的设备  是              否 

是否有专业的设备维护人员  是              否 

设备维护周期 
 按周维护        按月维护 

 按年维护        根据设备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维护 

是否提供 OEM  是              否 

是否提供 ODM  是              否 

产能 

生产期限 20 天 

生产产品数量 
防火门 2000 樘/天，防火窗 1500 平方/天，防盗门

1000 樘/天 

关键原材料清单 
镀锌钢板、硫酸镁防火门芯板、包覆式防火密

封皮条、3 个厚加强片、实用性专利铰链 

2016 较 2015 年度产能比 2016 年度产能比 2015 年度增长 36% 

是否独立研发部门  是              否 

研发费用占收入比 15% 

本科及以上占比 50% 

工艺说明及流程 

 有完善的工艺说明、图纸、制版流程等文件 

 由研发人员凭经验控制工艺质量 

 无 

钣金工艺 表面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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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工艺  

 

 

门框拉管 门面折弯 焊小件，加强片 

   

门框冲孔 滚胶，填充防火门芯板 热胶合 

   

上下压机 点焊打磨 流水线喷塑、吹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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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 质检 打包入库 

   

 

 

 

 

4.2 物流体系及仓储环境 

物流体系 

物流属性  自有            外包 

主要合作物流公司 任氏物流 

设备名称 无 

数量 无 

设备属性  有              无，外包 

仓储环境 

有无仓库自动化管理系统  有              无 

材料是否按照不同属性进行分类管理  有              无 

材料有无明确产品标识、区域标识、检验标识  有              无 

有无完善的通风、消防管理措施  有              无 

有无材料出入库登记文件  有              无 

有无系统的仓储管理指导文件  有              无 

仓储面积 是否有独立的的仓储空间  有              无 

4.3 主销产品 

最近一年主销产品 产品名称 防火门 

主销产品占销售额

比 
百分比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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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产能情况 
 

5.1 产能统计 

统计时段 产品名称 产能 交付周期 交付数量 

2015 年度产能 

防火门 200000 樘 15 天 按订单发货 

防火窗 20000 平方 15 天 按订单发货 

防盗门 132500 樘 15 天 按订单发货 

2016 年度产能 

防火门 350000 樘 15 天 按订单发货 

防火窗 30000 平方 15 天 按订单发货 

防盗门 155000 樘 15 天 按订单发货 

2017 年产能 

防火门 2000 樘/天 15 天 按订单发货 

防火窗 1500 平方/天  15 天 按订单发货 

防盗门 1000 樘/天 15 天 按订单发货 

5.2 主要项目介绍 

最近生产周期主要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 合同开始时间 产量 交货量 交货周期 

哈尔滨恒大 2017.3.20 按合同 按合同 15 天 

南宁嘉和城 保密 按合同 按合同 15 天 

最近生产周期产能饱和度 80% 

未来生产周期产能 防火门 2000 樘/天，防火窗 1500 平方/天，防盗门 1000 樘/天 

产能拓展能力 

项目应急机制 

有完善的应急机制，并形成正式文件 

无相应的应急机制，口头传达 

无任何应急机制 

技术、人员储备 

有足够的人员储备 

有灵活的技术、人员调度制度，并可以如实实施 

无相关储备，临时提出解决方案 

工厂宣称有灵活的技术、人员调度制度，但无书面规

定 

以往成功应急案例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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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资质资格 
 

6.1 专利 

专利类型 专利编号 专利名称 申请主体 是否有效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2 2 
0529556.6 

新型铰链 卞理锋 专利权维持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3 2 
0423113.3 

新型把手换向装置 卞理锋 专利权维持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3204231133 
新型把手换向装置 卞理锋 专利权维持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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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防火门/窗强制 3C 认证证书 

证书编号 申请主体 检测机构 检测依据 产品 发证日期 证书状态 

201608180600
7180 

武义哈勃工贸有

限公司 

公安部消防产

品合格评定中

心 

GB 12955-2008 防火门 2016-12-13 有效 

201508180601
0783 

武义哈勃工贸有

限公司 

公安部消防产

品合格评定中

心 

GB 16809-2008 防火窗 2015-10-19 有效 

201608180600
7179 

武义哈勃工贸有

限公司 

公安部消防产

品合格评定中

心 

GB 12955-2008 防火门 2016-12-13 有效 

201508180601
0791 

武义哈勃工贸有

限公司 

公安部消防产

品合格评定中

心 

GB 12955-2008 防火门 2015-10-19 有效 

CCC 证书 CCC 证书 

  

CCC 证书 CCC 证书 

  

    备注：该公司还有 29 份防火门 CCC 证书，2 份防火窗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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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常规及功能测试报告 

报告编号 申请主体 检测机构 签发日期 检测依据 证书状态 测试结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6.4 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证书 

报告/证书编

号 
申请主体 检测机构 检测依据 签发日期 证书状态 检验结果 

201664946 
武义哈勃工贸

有限公司 

国家防火建筑

材料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 

GB 12955-2008 

CNCA-C18-02：
2014 

CCCF-HZFH-02 

2016年 9月

23 日 
有效 合格 

201664951 
武义哈勃工贸

有限公司 

国家防火建筑

材料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 

GB 12955-2008 

CNCA-C18-02：
2014 

CCCF-HZFH-02 

2016年 9月

23 日 
有效 合格 

产品型式检验报告 产品型式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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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工厂审核报告/证书 

报告/证书编

号 
报告/证书类型 出具机构 签发日期 证书状态 审核结果 

10115S11977
R0M 

中国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 

北京中联天润认证

中心 
2015-12-30 有效 通过 

00115E2307
8R0M/33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5-11-10 有效 通过 

00115Q211
318R0M/330
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5-11-10 有效 通过 

ISO9001 证书 ISO14001 证书 

  

OHSAS18001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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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服务/售后 

 

7.1 服务/售后 

是否有独立安装/施工部门  有              无 

是否有安装/施工资质 

 有 

 无 资质类型：钢质门产品安装 

资质等级：一级 

钢质门产品安装资格证书  

 

 

是否有技术服务人员  有              无 

是否有售后服务人员  有              无 

是否有独立工程承接部门  有              无 

服务响应时间 2 小时 

有无工程服务体系或者流程图 

 有完善的工程服务体系标准与流程，并有相应的改善

变更记录 

 有工程服务体系文件，无记录 

 由相关人员凭工作经验控制服务质量 

工程服务主要人员 工程服务主要流程 

项目经理 

业务经理 

安装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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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渠道市场 

 

8.1 物流体系及仓储环境 

渠道市场 

是否有国内分公司/

子公司 

有           无 

分公司/子公司名称 武义哈勃工贸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分公司/子公司地址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西街服装城西 3-2 号 

分公司/子公司销售占比 2017 年 2 月 9 日成立，暂无 

是否有国内代理 /分

销商/分公司/办事处 

代理商所在省份 浙江 

代理商地址 浙江永康 

分销商所在省份 保密 

分销商地址 保密 

分公司所在省份 浙江 

分公司地址 宁波 

办事处所在省份 无 

办事处地址 无 

2016 年度国内销售

区域及前五位区域 

销售区域一 安徽 

销售区域二 山东 

销售区域三 湖南 

销售区域四 湖北 

销售区域五 浙江 

工程渠道能力 

是否设立独立的工程渠道资源配置部门  有              无 

百强地产公司合作情况  有              无 

合作方名称 合作项目 合同开始时间 合作产品名称 销售额 

恒大 
恒大系列楼盘（黑龙江地

区） 
2017.3.20 防火门 保密 

万科 济南万科金域华府二期 2016.7.5 防火门 保密 

万科 

长沙万科魅力之城 3.1 期

和金域国际二期防火门、卷

帘工程 

2016.7.15 防火门 保密 

保利 武汉保利城三期 2016.8.26 防火门 保密 

中海 
中海河山郡项目二期防火

门制作及安装工程 
2015.6 防火门 保密 

融创 
融创海南区域 2017 年度防

火门制作安装工程 
2017.3.22 防火门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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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置地有限

公司 

华润置地（合肥）有限公司

防火门制安工程 2015-2016

年度集中采购 

2016.1 防火门 保密 

金地 淮南市金地.环球港项目 2015.3 防火门 保密 

鲁能置业集团

有限公司 

鲁能领秀城二十四区（N1-2

地块）防火门工程 
2016.11 防火门 保密 

恒大合同 济南万科合同 

  

保利合同 华润合同 

 
 

金地合同 鲁能合同 



                                                                                                
                                                                                                                        RReeppoorrtt  NNoo..::  QQIIPP--MMYYYY--22001177004422440011    

                          

此文件是本公司依据公布在 http://www.sgs.com/terms_and_conditions.htm 上的服务通用条款出具的。敬请客户注意责任范围、赔偿和司法权在

该条款中所定义的内容。 

任何其他此文件的持有者应注意此文件所包含信息仅反映本公司在工作当时随机抽样所发现，SGS 不对那些在非审核当天可能同受审核企业操作有

关的不符合项承担任何责任。本公司仅对客户负责并且此文件不能免除当事人在交易文件范围内的任何权力和义务。任何未被授权的对于此文件内

容或形式的篡改、伪造或变更都是非法的，并且造假者可能受到法律追究。 
 Page No.: 18 of 29 

 
 

融创合同 中海合同 

 

 

长沙万科合同  

 

 

 是否参与国内区域性标杆性项目（百强企业之外）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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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名称 合作项目 合同开始时间 合作产品名称 销售额 

大唐地产 南宁嘉和城 保密 防火门 保密 

南翔汽车城 南翔汽车城 保密 防火门 保密 

南宁嘉和城合同  

 

 

  

 

是否有其他第三方机构颁发优秀供应商奖项  有              无 

奖项名称 颁发机构 颁发时间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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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质量保证及供应链管理 
  

9.1 质量控制体系 

是否有独立质量部门  有              无 

质保与质控人数 18 

本科及以上占比 30% 

进料控制 

有无来料接收的质量标准  有              无 

来料检验的标准类型 国家标准，工厂规范 

对来料是否有质量检验  有              无 

IQC 检验程序 IQC 检验记录 

  

质量体系与流程 

 质量管理严格按照相关流程和体系文件进行 

 没有具体明确的质量管理流程和体系，质量管理方法靠管理人员口头表达 

 无 

不合格成品处理流

程 

 有完善的不合格成品处理流程，并有处理记录 

 有完善的不合格成品处理流程，无处理记录 

 工作人员凭经验完成不合格品处理 

 无 

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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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评估体系 

 有完善的供应商综合评估体系，并有评估记录 

 有完善的供应商综合评估体系，无评估记录 

 由业务人员凭经验完成对供应商的评估 

 无 

是否有独立检测体

系 

 有完善的独立检测体系，并有检测记录 

 有完善的独立检测体系，无检测记录 

 由工作人员凭经验完成产品检测 

 无 

第三方质量体系认

证 

 有                         无 

证书编号 发证机构 有效期止 

00115Q211318R0M/3300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8-11-09 

ISO9001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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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检测设备 

是否有产品检测设备  有                         无 

设备情况 

设备名称 品牌与型号 数量 

全自动开启试验检测仪 国产 2 

拉力测试仪 国产 1 

氧指数测定仪 HC-2 1 

9.3 供应链管理 

产品系列组件名称 

（产品组成部分） 
钢板（卷），防火门芯板 

 有完善的组件相关文件说明 

 有相关组件的文件说明 

 没有相应的文件说明 

产品上游原材料 

原材料名称 原材料规格 产地 供应商 

钢板（卷） 0.8, 1.2, 1.4, 1.8, 2.0 上海 保密 

防火门芯板 48, 58 上海 保密 

防火铰链 GFM-JL-1 成都 保密 

油漆 喷塑 东阳 保密 

上游合作供应商情况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类型 合作年限 近一年采购金额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钢铁企业 3-5 年 保密 

成都兴世伟门业有限

公司 

门业 4-6 年 
保密 

东阳市千祥亨达塑粉

厂 

橡塑企业 5 年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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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 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 
 

10.1 社会责任体系 

雇员法定年龄合规 
 部分大于法定工作年龄 

 全员大于法定工作年龄 

适当的工作时间 

 每周＞45 小时 

 40 小时﹤每周≤45 小时 

 每周≤40 小时 

建立环保体系 

 有完善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及专业技术人员，并有环检记录 

 有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及专岗人员，无环检记录 

 由工作人员凭经验完成环检任务 

 无 

有关部门申报排污备案 

 已申报排污              未申报排污 

申报时间 2015 年 11 月 9 日 

缴费情况 已缴费 

使用环保材料物料元件产品 

排污方式 经处理达标排放 

环保设备名称 环保设备数量 环保设备品牌型号 

无 无 无 

   

官方及行业环保奖惩 

奖项名称 颁发机构 颁发时间 

无 无 无 

   

惩罚名称 处罚机构 处罚时间 

无 无 无 

   

10.2 相关认证 

证书类型 发证机构 发证时间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第三方社会责任认证 北京中联天润认证中心 2015-12-30 10115S11977R0M 2018-12-29 

第三方环保认证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5-11-10 
00115E23078R0M/
3300 

2018-11-09 

第三方环保认证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

有限公司 
2016-06-15 

CEC072913307236
84524621G 

2019-06-14 

OHSAS18001 证书 ISO14001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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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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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 财务情况 
 

11.1 财务概况 

统计时段 2014 年度（人民币） 2015 年度（人民币） 2016 年度（人民币） 

主营业务收入 214,809,206.70 272,138,802.03 352,247,958.25 

总计 839,195,966.98 

2014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015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016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公司近三年业绩 

（按照产品系列）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产品系列 1 保密 保密 保密 

产品系列 2 保密 保密 保密 

产品系列 3 保密 保密 保密 

工程合作的税票情况及税点 
是否可开具发票： 开票时间点 税点 

是 尾款结清后 2 个工作日内 17% 

销售渠道结构 

渠道名 销售额 销售占比 

工程渠道 保密 85% 

经销渠道 保密 15% 

   

工程渠道销售额 

（包含各产品系占比） 

产品系列名称 销售额 销售占比 

防火门 保密 45% 

防火窗 保密 30% 

防盗门 保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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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 实地图片 
 

12.1 文件和证书照片 

营业执照 商标证书 

  

商标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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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公司和产品照片  

公司大门 厂房  

  

办公室 车间 

  

车间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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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 仓库 

  

仓库 仓库 

  

展厅 展厅 

  



                                                                                                
                                                                                                                        RReeppoorrtt  NNoo..::  QQIIPP--MMYYYY--22001177004422440011    

                          

此文件是本公司依据公布在 http://www.sgs.com/terms_and_conditions.htm 上的服务通用条款出具的。敬请客户注意责任范围、赔偿和司法权在

该条款中所定义的内容。 

任何其他此文件的持有者应注意此文件所包含信息仅反映本公司在工作当时随机抽样所发现，SGS 不对那些在非审核当天可能同受审核企业操作有

关的不符合项承担任何责任。本公司仅对客户负责并且此文件不能免除当事人在交易文件范围内的任何权力和义务。任何未被授权的对于此文件内

容或形式的篡改、伪造或变更都是非法的，并且造假者可能受到法律追究。 
 Page No.: 29 of 29 

展厅 展厅 

  
 

-- 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