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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实地评估报告 
         

报告: 

签约主体名称 澳盛电气（深圳）有限公司 

被审核公司名称 澳盛电气（深圳）有限公司 

审核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新雪社区上雪科技城东区 9 号 I 栋 1 层 102 号 

SGS 审核员 Lion Liu 报告审核 IN-GZ-5802-170061 

审核日期 2017 年 6 月 1 日 失效日期 2018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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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盛电气（深圳）有限公司位于美丽的鹏城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新雪社区上雪科技城东区，总厂位于

东莞市麻涌鸥涌工业区，是现有员工 62 名的生产型企业，并持有品牌鹏正举。公司通过了 ISO9001、 

ISO14001 体系认证，各类产品取得了国家高低压质量检测中心型式试验报告、CQC 产品认证和 3C 强制性

产品认证。产品立足于广东，面向全国，远销海外，并与西门子、ABB、施耐德等世界著名电气公司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产品高压系列包括：西门子 NXAriS 柜、SF6-12/24 型全绝缘全密封充气式环网柜、GXGN-12

型固体绝缘环网柜、XGN15-12 型封闭环网开关柜、KYN28A-12 型中置式铠装交流金属封闭开关柜、XGW-12

型户外开闭所、YBM-12 型预装式变电站、DFW-12 型户外电缆分接箱、ZGS 型组合式变压器（美式箱变）、

ABB-Uniswitch 系列 SF6 高压环网柜、ABB-Safe 系列 SF6 全绝缘全密封紧凑型环网柜、施耐德 SM6 系列

SF6 高压环网开关柜、施耐德 RM6 系列 SF6 全绝缘全密封紧凑型环网开关柜等；低压系列：西门子 SIVACON 

8PT、GCK(L)型低压抽出开关柜、GCS 型低压抽出式开关柜、MNS 型低压抽出式开关柜。 三箱系列：XL-21

型交流低压动力配电箱。DDC 空调 VAV 控制箱，强弱电空调 VAV 风柜智能控制柜系列，防排烟、消防水泵

巡检柜等 3CF 认证的消防专用控制柜，防火门监控系统、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等。PGL 1/2 型交流低压配

电柜、XP 型照明计量配电箱、双电源配电箱、JKF 系列控制箱、分户箱系列等。 

 

3. 企业亮点: 

 

          1>公司有行业必须的生产资质及行业所必须的 CCC 证书及型式试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及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 

          2>持有商标“鹏正举”，注册日期 2016 年 3 月 14 日 

          3>产能还有很大潜力,有对应的生产工艺程序文件及完善的生产设备人员 

          4>较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已通过 ISO9001：2015 体系认证 

          5>环保型企业 

 

4. 供应商评估雷达图： 

 



                                                                                                
                                                                                                                        RReeppoorrtt  NNoo..::  QQIIPP--MMYYYY--220011770066001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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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32 

 

第一部分: 公司概括 

 

1.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澳盛电气（深圳）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营业执照编号 91440300398595090L 

 

营业执照注册

日期&有效期 
2014/7/17 永续经营 

经营状态 存续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新雪社区上雪科技城

东区 9 号 I 栋 1 层 102 号 

运营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新雪社区上雪科技城

东区 9 号 I 栋 1 层 102 号 

运营年限 3 年 

主营业务范围 

生产型企业： 高低压变配电设备、配电屏、

智能电气控制装置、强弱电一体化控制装置、

消防设备、消防电子产品、消防电气控制、

防火门监控器、火灾报警产品、电气火灾监

控系统、母线、桥架、EPS 电源、变压器、

电线电缆的生产与销售；机电设备和电子产

品的安装、维护及售后服务；国内贸易 

税务登记证信息 组织机构代码证信息 

税务登记号 91440300398595090L 机构代码 91440300398595090L 

发证日期 2014/7/17 有效期 永续经营 

品牌信息 

品牌名 1 鹏正举 
 

 

 

 

 

 

 

 

 

 

 

 

 

商标编号 16111504 

是否自有 
 自有品牌  

 授权品牌  

商标类型   R 标     TM 

有效期 2026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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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低压抽出式开关柜，配电箱，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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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仵玉峰 

1.2 联系方式 

联系人 仵玉峰 联系人职位 总经理 

电话号码 0755-28226776 传真号码 0755-28226776-818 

电子邮件 assz2266@163.com 公司网址 www.aoshengd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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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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者代 1 

行政部 2 

生产部 37 

品质部 3 

采购部 3 

业务部 5 

财务部 2 

仓库 2 

关联工厂人员数量 6 

    总人员数量 62 

  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3 生产人员数量 41 

非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2 非生产人员数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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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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车间 铜排机 
志达

M353-S-8t-b 
1 三工位母线加工机 

 

打磨车间 台钻 西菱 ST-16A 1 钻孔 

 

打磨车间 切割机 豪迈 HM-3502 1 切割 

 

装配车间 线号打印机 
MAX LM-380EZ 

A12-C 
1 线号编辑打印 

 

工艺能力 

工艺名称：装配组装 

1. 原材料检验 2. 装配 3.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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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终检 5. 包装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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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天 

生产产品数量 46800 台 

关键原材料清单 保密 

2016 较 2015 年度产能比  1.1:1 

研发能力 

是否独立研发部门  是             否 

研发费用占收入比 0 

本科及以上占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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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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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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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设备名称 汽车，卡车 

数量 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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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库实景 

 
 

原材料仓库 成品仓库 

3.3 主销产品 

最近一年主销产品 产品名称 主销产品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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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百分比 

KYN28 保密 

无 GCK 保密 

XM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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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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产能 

KYN28 50 台 45 天 50 台 

GCK 160 台 45 天 160 台 

XM 11000 台 30 天 11000 台 

2016 年度产能 

KYN28 60 台 45 天 60 台 

GCK 180 台 45 天 180 台 

XM 12000 台 30 天 12000 台 

2017 年度产能 

KYN28 40 台 45 天 40 台 

GCK 100 台 45 天 100 台 

XM 6600 台 30 天 660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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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 KYN28 项目，

项目名称保密 
保密 28 台 28 台 45 天 

涉及 GCK 项目，

项目名称保密 
保密 45 台 45 台 45 天 

涉及 XM 项目，项

目名称保密 
保密 1500 台 1500 台 50 天 

最近生产周期产能饱和度 60% 

未来生产周期产能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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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报告情况总结： 无 

5.2 常规及功能测试和产品型式试验报告/证书 

检测报告信息 检测报告图片 

报告编号：
XG16041200/XG16041198/XG16041197/XG16041196/XG
16041195/XG16041194/XG16041199 

申请主体：澳盛电气（深圳）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国家高低压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检测依据：GB17467-2010; GB3906-2006; GB16926-2009; 

GB3804-2004; GB/T11022-2011; JB/T10840-2008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6 年 5 月 27 日或 31 日 

 

测试报告情况总结： 该企业共有电箱和开关设备型式测试报告：7 份 

5.3 工厂审核报告/证书 

报告/证书类型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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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USA17Q32710R0M/USA17E42711R0M 

申请主体：澳盛电气（深圳）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检测依据：ISO9001：2015; ISO14001:2015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7 年 5 月 17 日 

 

 

 

报告情况总结： 
该企业共有质量体系管理认证证书：1 份，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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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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 

工程服务主要人员 品质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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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RReeppoorrtt  NNoo..::  QQIIPP--MMYYYY--220011770066001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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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of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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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分销商/

办事处 

有                 无 

分公司/子公司所在省份 无 

分公司/子公司地址 无 

分公司/子公司销售占比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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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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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密 

销售区域二 保密 

销售区域三 保密 

销售区域四 保密 

销售区域五 保密 

备注 该公司为工厂直销，直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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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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合作项目：无 

合同开始时间：无 

合作产品名称：无 

销售额：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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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合作项目：无 

合同开始时间：无 

合作产品名称：无 

销售额：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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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eeppoorrtt  NNoo..::  QQIIPP--MMYYYY--220011770066001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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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of 32 

奖项名称：无 

颁发机构：无 

颁发时间：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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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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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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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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格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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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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A17Q32710R0M 
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

心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6 日 

ISO9001 证书 



                                                                                                
                                                                                                                        RReeppoorrtt  NNoo..::  QQIIPP--MMYYYY--220011770066001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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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of 32 

 

 



                                                                                                
                                                                                                                        RReeppoorrtt  NNoo..::  QQIIPP--MMYYYY--220011770066001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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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of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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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地电阻测试仪 
RK2678XN(30A),

RK2672BM 
2 

用途：接地电阻测试 

特性：无 

 

绝缘电阻测试仪 LK2679D 1 
用途：绝缘电阻测试 

特性：无 

 

交流负载柜 
VILVA-AC380V-1

50KW-R 
1 

用途：负载电压电流 

特性：无 

 

高低压成套设备综合动作

特性测试台 
KLJC-III 1 

用途：高低压设备动作测

试 

特性：无 

 

8.3 供应链管理 

产品系列组件名称 

（产品组成部分） 

箱体，断路器及互感器，电线，双电源，

导轨表，断路器，浪涌保护器，铜排，明

装箱，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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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体 
根据客户技术要

求定制 
东莞市麻涌镇 

东莞市澳森电气设备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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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路器 
根据客户技术要

求提供 
深圳市龙岗区 

众业达电气（深圳）有

限公司 

电线 
根据客户技术要

求提供 
深圳市宝安区 

深圳市东佳信电线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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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澳森电气设备有限

公司 
钣金箱体类 3 年 保密 

众业达电气（深圳）有限

公司 
电气元件类 3 年 保密 

深圳市东佳信电线电缆有

限公司 
电线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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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21 日 

缴费情况 已缴费 

排污方式 生活污水和厂界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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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凭证及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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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证 环保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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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书编号：USA17E42711R0M 

发证机构：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证书有效期：2020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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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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4,000,000 RMB 保密 

2015 年度 约 9,000,000 RMB 保密 

2016 年度 约 9,900,000 RMB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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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总计 22,900,000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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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业绩示意图 

无 无 无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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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收款前 17% 

销售渠道结构 

渠道名 销售额 销售占比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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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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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  

  

办公室 车间 

  

车间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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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 车间 

  

车间 仓库 

  

仓库 废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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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箱钣金供应商实地评估报告 
         

报告: 

供应商主体名称 东莞市澳森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被审核公司名称 东莞市澳森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审核地址 东莞市麻涌镇鸥涌工业区 

SGS 审核员 Lion Liu 报告审核 IN-GZ-5802-170061 

审核日期 2017 年 6 月 2 日 失效日期  

公司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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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括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东莞市澳森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营业执照编

号 
91441900696449825Y 

 

 

营业执照注

册日期&有效

期 

2009/11/5 永续经营 

经营状态 存续 

注册地址 东莞市麻涌镇鸥涌工业区 

运营地址 东莞市麻涌镇鸥涌工业区 

运营年限 8 年 

主营业务范

围 

生产型企业： 高低压变配电设备、配电屏、

智能电气控制装置、强弱电一体化控制装置、

消防设备、消防电子产品、消防电气控制、

防火门监控器、火灾报警产品、电气火灾监

控系统、母线、桥架、EPS 电源、变压器、

电线电缆的生产与销售；机电设备和电子产

品的安装、维护及售后服务；国内贸易 

税务登记证信息 组织机构代码证信息 

税务登记号 91441900696449825Y 机构代码 91441900696449825Y 

发证日期 2009/11/5 有效期 永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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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能力 
 

工艺能力 

工艺名称：电箱钣金加工+喷漆 

1. 原材料加工：剪板机 2. 原材料加工：冲床 3. 原材料加工：冲床 

   

4. 原材料加工：折弯机 5. 焊接车间 6. 焊接车间 

   

7. 打磨车间 8. 打磨车间 9. 喷漆车间：酸洗池 

   

10. 喷漆车间 11. 喷漆车间  12. 喷漆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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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装配车间+终检车间 14. 打泡机（密封条） 12. 打泡机（密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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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天 

生产产品数量 200000 台 

关键原材料清单 1500 吨 

2016 较 2015 年度产能比  1.1:1 

 

 

-- 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