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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实地认证报告 
         

报告: 

被审核公司名称 中山市欧派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审核地址 中山市小榄镇永宁螺沙瑞和路 11 号 

SGS 审核员 Tao Wang 报告审核 Paul Chen 

审核日期 2017 年 6 月 15 日 失效日期 2018 年 6 月 14 日 

公司外景 

  

 

评估范围: 

第一部分: 公司概括 

第二部分: 人力资源 

第三部分: 生产实力 

第四部分: 产能情况 

第五部分: 资质资格 

第六部分: 服务/售后 

第七部分: 渠道市场 

第八部分: 质量保证及供应链管理 

第九部分: 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 

第十部分: 财务情况 

第十一部分：实地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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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结论总结 

 

1. 供应商评估结论：合格 

 

2. 综述 

 

中山市欧派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阻尼滑轮加工,销售，拥有 1087 名员工的生产型企业。

该公司成立于 2007 年,位于中山市小榄镇永宁螺沙瑞和路 11 号，企业实际建筑面积约为 50,000 平方米。 该

企业拥有标准化工业厂房及精良的滑轮生产机械设备,自主研发中心。公司拥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公司现以国

内市场为主，同时兼具出口业务，公司年最大产能为 1,000,000 套/天。该企业去 2016 年营业额为人民币 

127,536,072.71 元。 

 

3. 企业亮点: 

 

          1> 企业拥有滑轮研究院,拥有优秀的产品研发能力。 现有 93 名技术人员,公司已经获得 157 项专利, 包括发

明:14 份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114 份, 外观专利: 29 份, .公司产品具备阻尼,静音,顺滑,耐久等特性 

          2> 该企业产能可以达到 1,000,000 套/天，在同行业中领先。 

          3>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比较完善，通过 ISO9001 体系认证，产品品质稳定。 

          4> 企业与国内一线名牌欧派,索菲亚,好莱克, 维尚等都有合作。 

          5> 企业拥有先进行生产和测试设备,可以提供最新款式，高标准，高品质的产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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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欧派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营业执照编号 914420006615314151 

 

营业执照注册

日期&有效期 
2007 年 05 月 09 日至长期 

经营状态 存续 

注册地址 

中山市小榄镇永宁螺沙广福路尾（永宁水厂

旁）；中山市小榄镇永宁广福路 46 号 5、6

幢（共设 2 处经营场所） 

运营地址 中山市小榄镇永宁螺沙瑞和路 11 号 

运营年限 10 年 

主营业务范围 

生产、销售：五金制品（不含电镀、铸

铁金属件制造、热处理及表面处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税务登记证信息 组织机构代码证信息 

税务登记号 914420006615314151 机构代码 914420006615314151 

发证日期 2007 年 05 月 09 日 有效期 2007 年 05 月 09 日至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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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信息 

品牌名 1 OPK 

 

商标编号 8235724 

是否自有 
 自有品牌  

 授权品牌  

商标类型   R 标     TM 

有效期  2011 年 06 月 07 日至 2021 年 06 月 06 日 

产品系列 阻尼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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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永根 联系人职位 品质总监 

电话号码 18925322293 传真号码 0760-22586621 

电子邮件 1648497059@qq.com 公司网址 www.opik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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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人力资源 

 

2.1 部门架构 

 

2.2 公司人员 

人员 

部门 人数 

总经理 1 

副总 1 

采购部 14 

营销中心 53 

技术中心 93 

品质部 42 

生产制造中心 833 

人事行政部 50 

关联工厂人员数量 0 

    总人员数量 1087 

  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50 生产人员数量 783 

非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23 非生产人员数量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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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产能实力 
 

3.1 生产能力及研发 

生产设备概况 

所属车间 设备名称 品牌型号 数量 设备特性 设备图片 

模具车间 电脑锣 VML600 4 
针对精加工,精度可以达

到 2Um 以内 

 

模具车间 精雕机 CARVER600V 2 
加工尺寸超过 2M 长,精度

可以达到 2Um 以内 

 

模具车间 铣床 M.3# 6 模具加工精度 2 丝 

 

加工车间 数控车床 誉胜 CKX6136 10 满足轮子同心度 5 丝以内 

 

冲压车间 冲床 
联兴

J23-30T-250T 
45 

吨位达到 45T-250T,可以

加工厚度 3MM 钣金材料,

精度 10 丝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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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车间 磨床 冈野 GY-6185 5 使模具平整度 2 丝以内 

 

冲压车间 自动冲床 扬力 45T-250T 15 比普通冲床提高50%效率 

 

注塑车间 注塑机 博创 BT120V-I 40 

可生产 400T 压力产品,减

少产品气孔,增加产品韧

性 

 

工艺能力 

产品名称：阻尼滑轮  

1. 模具加工-铣 2. 模具加工-磨 3. 模具加工-精雕 

   

4. 原材料-塑胶 5. 注塑 6.原材料-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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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冲压 8. 自动冲压 9. 数控车加工 

   

10. 机械加工(钻磨) 11. 组装 12. 测试 

   

13. 包装 14. 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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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 天 

生产产品数量 1,000,000 套/天 

关键原材料清单 铁板, 铝材, 锌合金, 轴承, 塑胶 

2016 较 2015 年度产能比 产能提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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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能力 

是否独立研发部门  是              否 

研发费用占收入比 4.87% 

本科及以上占比 20% (共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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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现场及资料 

  

研发部门实景 产品研发记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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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城市之星, 中山德邦物流, 中山兴邦物流, 中山龙兴物流, 中山环球物流 

设备名称 卡车 

数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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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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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面积 是否有独立的的仓储空间  有              无 

仓库实景 

  

成品仓 物料仓 

  

进出仓记录 进出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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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产能情况 
 

4.1 产能统计 

统计时段 产品名称 产能 交付周期 交付数量 

2014 年度产能 阻尼滑轮 600,000 套/天 15-20 天 184,000,000 套 

2015 年度产能 阻尼滑轮 780,000 套/天 15-20 天 240,000,000 套 

2016 年度产能 阻尼滑轮 1,000,000 套/天 15-20 天 308,000,000 套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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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尚家具 2017.05.20 134,045 套 100,000 套 1 个月 

欧派家具 2017.06.01 21,000 套 10,000 套 1 个月 

最近生产周期产能饱和度 70% 

未来生产周期产能 1,000,000 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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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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资质资格 
 

5.1 专利 

代表性专利类型 证书信息 证书图片 

发明专利 

专利号:ZL 2012 1 0185593.4 

发明名称: 一种壁柜型电动隔断门的传

动机构 

 

专利号:ZL 2011 1 0082080.6 

发明名称: 一种金属外壳阻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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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ZL 2012 2 0266014.4 

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壁柜型电动隔断门

的传动机构 

 

专利号:ZL 2013 2 0056474.9 

实用新型名称: 智能隔断门传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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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专利 

专利号:ZL 2016 3 0023842.9 

设计名称: 阻尼器 

 

专利号:ZL 2011 3 0350875.1 

设计名称: 衣柜调节支架脚 

 

专利情况总结： 
公司有 157 项专利, 包括发明:14 份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114

份, 外观专利 : 2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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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常规及功能测试报告 

检测报告信息 检测报告图片 

报告编号：No. J16-WT0679 

申请主体：中山市欧派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广东省中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检测依据：企业技术条件 

测试结果：符合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6 年 9 月 28 日 

 

报告编号：No. J16-WT0678 

申请主体：中山市欧派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广东省中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检测依据：企业技术条件 

测试结果：符合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6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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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No. J16-WT0064 

申请主体：中山市欧派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广东省中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检测依据：企业技术条件 

测试结果：符合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6 年 4 月 5 日 

 

测试报告情况总结： 企业共有测试报告:17 份 

5.3 产品型式试验报告/证书 

检测报告信息 检测报告图片 

无 无 

测试报告情况总结： 无 

5.4 工厂审核报告/证书 

报告/证书类型 图片 

无 无 

验厂报告情况总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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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服务/售后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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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该行业无强制性资质要求 

资质证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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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天 

工程服务主要人员 客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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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服务主要流程图 

公司尚未独立做工程订单,主要与知名家具厂商供货,他们今年已经筹建了做工程单的部门,现有配置10人,工程服务的流程

还在制订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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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渠道市场 

 

7.1 渠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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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分公司/子公司地址 无 

分公司/子公司销售占比 无 

是否有国内代理 /分

销商/分公司/办事处 

代理商所在省份 无 

代理商地址 无 

分销商所在省份 无 

分销商地址 无 

分公司所在省份 无 

分公司地址 无 

办事处所在省份 北京,上海,江苏,四川 

办事处地址 

北京:北京大兴区亦庄鸿坤云时代 C 座 908 

上海: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九泾路 858 号 

江苏:南京市江宁区谷里工业园聚缘路 3 号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同辉南路 256 号 

2016 年度国内销售

区域及前五位区域 

销售区域一 广东 

销售区域二 江苏 

销售区域三 北京 

销售区域四 上海 

销售区域五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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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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项目概况 合同原件 

尚未独立做工程单,工程接单部门今年

刚开始设立. 
无 

是否参与国内区域性标杆性项目（百强企业

之外） 
 有              无 

合作项目概况 合同原件 

尚未独立做工程单,工程接单部门今年

刚开始设立. 
无 

经销渠道能力 

合作项目概况 合同原件 

客户名称：广州欧派门业有限公司 

订单金额：保密 

合同日期：2016 年 01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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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渠道能力 

客户名称：佛山维尚家居制造有限公司 

订单金额：保密 

合同日期：2016 年 09 月 29 日 

 

 

客户名称：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订单金额：保密 

合同日期：2016 年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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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渠道能力 

客户名称：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 

订单金额：保密 

合同日期：2017 年 01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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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情况 奖牌/获奖证书 

奖项名称：优质供应商 

颁发机构：中国建博会 

颁发时间：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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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名称：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颁发机构：中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中山市财政

局 中山市国家税务局 中山市地方税务局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山海关 

颁发时间：2016 年 9 月 

 

奖项名称：广东省门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

单位 

颁发机构：广东省门业协会 

颁发时间：2016 年 11 月 

 

奖项名称：广东衣柜行业协会成员单位 

颁发机构：广东省衣柜行业协会 

颁发时间：2016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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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质量保证及供应链管理 
  

8.1 质量控制体系 

是否有独立质量部门  有              无 

质保与质控人数 42 

本科及以上占比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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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国标,转化成企业内部作业书 

对来料是否有质量检验  有              无 

IQC 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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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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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不合格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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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15Q20846R1M 
北京恩格威认证中心

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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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9001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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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检测设备 

是否有产品检测设备  有                         无 

检测设备明细 

设备名称 品牌与型号 数量 检测设备用途及特性 图片 

盐雾测试机 众志 070-409 3 测试金属表面耐腐蚀性 

 

轴承振动测试仪 BVT-I/S0910-3 2 检测轴承跳动噪音 

 

阻尼寿命测试机 自制 7 测试带阻尼产品使用寿命 

 

轴承测试机 自制 4 
测试轴承同心度, 以及径

向跳动和横向摆动 

 

滑动寿命测试机 自制 6 测试油轮成品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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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音测试室 赛宝 1 
环境为 28 分贝, 可以测试

滑轮的静音效果符合性 

 

8.3 供应链管理 

产品系列组件名称 

（产品组成部分） 
铁板, 铝材, 锌合金, 轴承, 塑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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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板 1.4*174 辽宁 
佛山市南海翔隆钢材贸易有

限公司 

轴承 国标 608 浙江 
名称保密 

(供应商代码 ZC005) 

塑胶 POMFG2020 韩国 广州市珅亚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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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南海翔隆钢材贸易

有限公司 
铁板 10 年 RMB 5,000,000 

名称保密 

(供应商代码 ZC005) 
轴承 15 年 RMB 9,000,000 

广州市珅亚贸易有限公司 塑胶 5 年 RMB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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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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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缴费情况 无 

排污方式 无 

使用环保材料物料元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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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相关认证 

认证证书信息 证书原件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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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 财务情况 
 

10.1 财务概况 

统计时段 主营业务收入 
业务凭证：纳税申报鉴证报告 

(中山市中元会计师事务所) 

2014 年度 人民币 95,723,047.82 元 

 

2015 年度 人民币 107,110,292.3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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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 人民币 127,536,072.71 元 

 

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总计 人民币 330,369,412.92 元 

公司近三年业绩 

（按照产品系列）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阻尼滑轮 RMB 95,723,047.82 RMB 107,110,292.39 RMB 127,536,0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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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专用发票  验收合格一个月内 10%-17% 

销售渠道结构 

渠道名 销售额 销售占比 

工程渠道 0 0 

经销渠道 RMB 76,521,643.63 60% 

外贸 RMB 51,014,429.0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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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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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 实地图片 
 

公司和产品照片  

公司大门 研发中心 

  

车间大楼 办公室 

  

车间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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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 车间 

  

车间 车间 

  

成品仓库 原料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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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 展厅 

  

产品 产品 

  

 

 

 

 

-- 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