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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实地评估报告 
         

报告: 

签约主体名称 珠海市华鸿木业有限公司 

被审核公司名称 珠海市华鸿木业有限公司 

审核地址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科技园新科二路 

SGS 审核员 Tao Wang 报告审核 Paul Chen 

审核日期 2017 年 5 月 27 日 失效日期 2018 年 5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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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华鸿木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木制品的加工和销售的生产型企业，现有员工 733 人。该公司

成立于 2010 年，位于珠海市斗门区白蕉科技园新科二路，企业实际建筑面积约为 200,000 平方米。该企业拥

有标准化工业厂房及精良的木门生产机械设备，公司拥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华品”。公司现以国内市场为主，

同时兼具出口业务，公司年最大产能为木门 1,000,000樘/年。该企业 2016年营业额为人民币 459,137,505.19

元。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 日成立一家关联企业——珠海市华品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该公司负责经营中国大

陆及海外区域市场的产品销售、项目投标、运输配送、售后服务及货款回收等事项，以实现产销分离。 

 

3. 企业亮点: 

 

          1> 企业年产能可以达到 1,000,000 樘，在同行业中领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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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专注工程类室内门生产和销售，与国内大型开发商恒大、万科、珠江投资客户等有长期合作。 

          4> 企业资金雄厚，拥有较大银行受信额度。获得光大银行的黄金客户及珠海农村商业银行的最优诚信合作伙               

伴称号。 

          5> 国内拥有 6 大办事处，提供覆盖 12 个省份的 172 个地区的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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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华鸿木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营业执照编号 914404005555742781 

 

营业执照注册

日期&有效期 
2010 年 05 月 14 日& 2020 年 05 月 14 日 

经营状态 存续 

注册地址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科技工业园五期 C2 地块 

运营地址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科技园新科二路 

运营年限 7 年 

主营业务范围 

木制品的加工（具体按斗环建表[2009]147 号

环保批复执行）、销售；装修材料、五金家

电、矿产品（不含贵金属矿产品）、机械设

备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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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404005555742781 机构代码 914404005555742781 

发证日期 2010 年 05 月 14 日 有效期 2020 年 0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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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信息 

品牌名 华品 

 

 

商标编号 5176813 

是否自有 
 自有品牌  

 授权品牌  

商标类型   R 标     TM 

有效期 
2009 年 06 月 28 日至 

2019 年 0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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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室内门及其它木制品 

企业对外 

投资情况 

项目所在地区 江西井冈山 项目名称 江西华发木业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2200 人民币 收益情况 2017 年刚投资 

关联公司情况 

是否有关联公司  有：珠海市华品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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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恒生, 李树华 

1.2 联系方式 

联系人 张庆坤 联系人职位 营销总监 

电话号码 13411382800 传真号码 0756-5586227 

电子邮件 71105755@qq.com 公司网址 www.huapin.net  

 

   

http://www.huap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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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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部门 人数 

A 总经理 1 

B 副总经理 2 

C 财务部 5 

D 管理部 13 

E 国际业务部 7 

F 国内业务部 9 

G 恒大事业部 65 

H 采购部 7 

I 仓储部 23 

J 品质监察部 28 

K 计划技术部 8 

L 生产部 565 

    总人员数量 733 人 

  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15 生产人员数量 550 

非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15 非生产人员数量 153 

 

 

 

 

 

 

 

D 

A 

B 

E F G C L H I J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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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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组别 设备名称 品牌型号 数量 设备特性 设备图片 

备料组 冷压机 MH324X50 20 30 吨压力 

 

开料组 多片锯 MJ350-XD4 3 
可一次加工 25 条板材， 

提高生产效率 

 

开料组 砂光机 SRP1300 3 精度达到 0.1mm 

 

机加组 四面刨 UNIMAT318 1 德国进口，精度 0.1mm 

 

机加组 打榫机 SZKS 2 多轴，精度高 

 



                                                                                                
                                                                                                                        RReeppoorrtt  NNoo..::  QQIIPP--MMYYYY--2200117700552277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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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of 45 

机加组 打孔机 展飞机械 4 多轴钻头，效率高 

 

门框组 包覆机 CX-300R 4 异型包覆 

 

机加组 组装机 WEILI 6 
高压力，高精度， 

产品不变形 

 

贴皮组 热压机 VARIOPRESS 2 
热压贴皮，高压力，不脱

皮，不掉皮 

 

贴皮组 正负压真空贴皮机 展鸿世纪 4 异型贴木皮 

 

辊涂组 底漆辊涂线 普瑞特 1 
UV 上漆，效率是传统 PU

喷漆 5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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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涂组 面漆辊涂线 普瑞特 1 

UV 上漆，效率是传统 PU

喷漆 5 倍以上， 

节省场地空间 

 

喷漆组 往复式喷漆机 风行 6 控制涂装量，品质稳定 

 

备料组 高频拼板机 JVC 2 
高频拼板比传统拼板效率

高 5 倍以上 

 
工艺能力 

产品名称：门扇 

1. 冷压 2. 开料 3. 开封边 

   4. 砂光 5. 选封边 6. 滚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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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拼料 8. 打线 9. 定长 

   

10. 开锁孔 11. 包覆 12. 组装 

   

13. 热压贴皮 14. 打磨 15. 喷底漆 

   

16. 打磨 17. 修色 18. 上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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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检验 20. 包装 N/A 

  

N/A 

产品名称：门框 

1. 开面板 2. 热压贴皮 3. 抛光 

   

4. 滚涂 5. 冷压 6. 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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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打齿 8. 组装 9. 定长 

   10. 锣缺口 11. 滚涂 12. 面漆滚涂 

   

13. 检验 14. 包装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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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较 2015 年度产能比 产能提升 10% 

3.2 研发能力 

是否独立研发部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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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占收入比 1% 

本科及以上占比 50%（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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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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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德邦物流，广州力邦物流，广州京九物流，珠海联鸿物流，珠海晋达物流，中山龙

翔物流 

设备名称 叉车 

数量 7 台 

设备属性  自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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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库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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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仓 成品仓 

  

成品仓 出库入库单（ERP 系统） 

  

3.4 主销产品 

最近一年主销产品 

产品名称 
主销产品 

销售额百分比 
示意图 

室内门 95% 

室内门

其它木
制品

 

其它木制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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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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交付数量 

2014 年度产能 
室内门 800 樘/天 40-45 天 188,197 樘 

其它木制品 50 套/天 40-45 天 15,000 套 

2015 年度产能 
室内门 900 樘/天 40-45 天 200,000 樘 

其它木制品 50 套/天 40-45 天 16,500 套 

2016 年度产能 
室内门 1500 樘/天 40-45 天 459,000 樘 

其它木制品 50 套/天 40-45 天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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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愉半岛（续建）

项目 8#楼 
2016 年 9 月 1780 樘 1780 樘 

2017 年 

2 月-3 月 

恒大金名都 2016 年 10 月 5850 樘 5850 樘 
2017 年 

1 月-3 月 

最近生产周期产能饱和度 60% 

未来生产周期产能 2,295 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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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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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WT1600793 

申请主体：珠海市华鸿木业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广东省珠海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检测依据：GB 18584-2001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6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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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CANEC1620038402 

申请主体：珠海市华鸿木业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SGS 

检测依据：RoHS 指令 2011/65/EU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6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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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QH-20161996 

申请主体：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珠海市华鸿木业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检测依据：WB/T 1024-2006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6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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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HGWT1600792 

申请主体：珠海市华鸿木业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广东省珠海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检测依据：GB 18584-2001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6 年 6 月 29 日 

 

测试报告情况总结： 该企业共有测试报告： 室内门 5 份 ， 背景墙线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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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工厂审核报告/证书 

报告/证书类型 图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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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小时内 

工程服务主要人员 项目经理，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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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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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安装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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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渠道市场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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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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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山东、广东、陕西、重庆、湖南 

办事处地址 

河南：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铭主路与解放路

交叉口汇港 3-2-810 

山东：山东省济南市场高铁站西站旁 

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 582 县道马山村 

陕西：陕西省西安市北二环路西段 

重庆：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红石路雪屿家园
18-11 

湖南：湖南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双拥路如果

爱 3 单元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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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销售区域三 重庆 

销售区域四 山东 

销售区域五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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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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方名称：恒大集团 

合作项目：全国户内门 

合同开始时间：2017 年 1 月 1 日 

合作产品名称：户内门 

销售额：人民币 50 亿元 

 

合作方名称：珠海市海愉置业有限公司

（万科控股） 

合作项目：海愉半岛（续建）项目 8#楼 

合同开始时间：2016 年 9 月 

合作产品名称：户内门 

销售额：人民币 2,303,67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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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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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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渠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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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方名称： 深圳市中孚泰文化建筑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项目：珠海歌剧院（一）期 

合同开始时间：2015 年 10 月 19 日 

合作产品名称：实木复合门 

销售额：人民币 123,760 元 

 

合作方名称： 儋州中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合作项目：海花岛项目 C 型 

合同开始时间：2016 年 11 月 15 日 

合作产品名称：户内门 

销售额：待定，预期是人民币 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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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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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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渠道能力 

合作方名称：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

限公司 

合作项目：水岸新城五期 23-26 住宅 

合同开始时间：2014 年 11 月 10 日 

合作产品名称：户内门 

销售额：人民币 1,200,000 元 

 

合作方名称：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合作项目：上海大名城安亭住宅 

合同开始时间：2015 年 10 月 15 日 

合作产品名称：户内门 

销售额：人民币 2,546,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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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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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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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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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渠道能力 

合作方名称：广西荣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作项目：荣和集团 2015-2018 年度室内门

（油漆门）战略采购合作协议 

合同开始时间：2015 年 12 月 30 日 

合作产品名称： 室内门 

销售额：待定，预期是人民币 3.2 亿元 

 

合作方名称：广州奥园集团材料设备采购有限

公司 

合作项目：佛冈奥园 1-3#，6-8#楼精装修工

程 

合同开始时间：2013 年 1 月 4 日 

合作产品名称：户内木门门 

销售额：人民币 38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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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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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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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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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渠道能力 

合作方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迈迪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美的旗下公司） 

合作项目：北滘新城区商业项目 A，B 栋 

合同开始时间：2015 年 8 月 5 日 

合作产品名称：入户门 

销售额：人民币 280 万元 

 

合作方名称： 深圳市华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合作项目：中信红树湾室内木门 

合同开始时间：2013 年 7 月 19 日 

合作产品名称：室内木门 

销售额：人民币 4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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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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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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渠道能力 

合作方名称： 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项目：全国户内木门长期合作 

合同开始时间：2017 年 5 月 27 日 

合作产品名称：室内木门 

销售额：待定，预期是 3 年人民币 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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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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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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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颁发机构：广东省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颁发时间：2016 年 6 月 

 

奖项名称：全国百佳质量优秀门业品牌 

颁发机构：中国建筑木材流通协会/国家建

筑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中心 

颁发时间：2012 年 2 月 5 日 

 

奖项名称：全国工程建设推荐产品 

颁发机构：中国建筑木材流通协会/国家建

筑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中心 

颁发时间：2012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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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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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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名称：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轻工） 

颁发机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颁发时间：2014 年八月（有效期三年） 

 

其它奖项 

奖项名称：最优诚信合作伙伴 

颁发机构：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颁发时间：2016 年 12 月 

 

奖项名称：黄金客户 

颁发机构：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 

颁发时间：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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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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of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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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本科及以上占比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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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国标，建立自有检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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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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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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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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品控制流程 不合格品处理记录 （ERP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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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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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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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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类型：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 9001 

证书编号: 00117Q30212R0M/4400 

发证机构: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有效期止: 202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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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无 无 

8.3 供应链管理 

产品系列组件名称 

（产品组成部分） 

杉木指接板、中纤板、夹板、金丝柚木皮、黑胡桃木

皮、科技直纹橡木、胶水类、油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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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纤板 2440x1220x15（mm） 茂名 福善木业 

夹板 2440x1220x12（mm） 佛山 新联创富装饰 

胶水 拼板胶 珠海 鼎力胶水 

油漆 ZGH101A 江门 嘉宝莉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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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南区福善木业经营部 木材企业 4 年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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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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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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联创富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木材企业 2 年 保密 

珠海市鼎力工贸有限公司 胶水企业 7 年 保密 

嘉宝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油漆企业 5 年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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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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月 10 日 

缴费情况 已缴费 

排污方式 工业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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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过滤抽风系统 10 套 富丰、科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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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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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相关认证 

认证证书信息 证书原件 

证书类型：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 

证书编号：00117E30131R0M/4400 

发证机构：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证书有效期：2020-01-12 

 

认证证书信息 证书原件 

证书类型：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证书编号：4404032012000134 

发证机构：珠海市斗门区环境保护局 

证书有效期：2017 年 10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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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检测报告信息 检测报告 

报告类型：污染物检测报告 

证书编号：021002 

发证机构： 广州安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测日期： 2017 年 2 月 13 日 

 

废物（液）处理处置及工业服务合同 排污缴费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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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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中税网国睿税务师事务所） 

2014 年度 RMB 255,837,5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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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 RMB 223,716,717.67 

 

2016 年度 RMB 459,137,505.19 

 

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总计 RMB 938,691,745.71 

公司近三年业绩 

（按照产品系列）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室内门 RMB 243045646.70 RMB 212530881.80 RMB 436180629.90 

其它木制品 RMB 12791876.14 RMB 11185835.88 RMB 229568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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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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验收合格一个月 17% 

销售渠道结构 

渠道名 销售额 销售占比 

工程渠道 RMB 413223755 90% 

经销渠道 0 0 

外贸 RMB 4591375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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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门 RMB 436180629.90 95% 

其它木制品 RMB 22956875.2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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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 实地图片 
 

公司和产品照片  

公司大门 厂房  

  
车间 车间 

  

车间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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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 仓库 

  

展厅 展厅 

  

展厅 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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