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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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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实地认证报告 
         

报告: 

被审核公司名称 浙江奥灵格建材系统有限公司 

审核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镇之江路 22 号-1 

SGS 审核员 Terence Tan 报告审核 Paul Chen 

审核日期 2017 年 8 月 18 日 失效日期 2018 年 8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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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述 

 

 

浙江奥灵格建材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位于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镇之江路 22 号-1，是一家拥有 103

名职员，专业从事建筑材料外墙材料行业产品的生产研发型企业，主要产品为文化砖、文化石、EPS 线条和

轻质砖等。该企业有标准化的工业厂房和生产设备，拥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和专业。并成立了自己的分公司和

子公司。 

 

2. 企业亮点: 

 

          1>公司的新产品都送检第三方检测机构测试符合要求后投入生产 

          2>公司在设计开发投入占收入 8%，拥有自己的专利证书 

          3>专注于产品的生产、开发、销售，与或内大型地产商金地等客户有合作关系 

          4>文化砖的产能可达到 4000 平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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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奥灵格建材系统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营业执照编号 91330104731496388C 

 

营业执照注册

日期&有效期 
2001 年 06 月 18 日至 2021 年 06 月 17 日 

经营状态 存续 

注册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镇之江路 22 号-1 

运营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镇之江路 22 号-1 

运营年限 16 年 

主营业务范围 

服务：室内外装饰；水电安装｛除承装（修、

试）电力设施｝；货物进出口；非承重水泥

预制构件制造、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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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信息 

品牌名 1 OLINGEN 奥灵格建材（系统） 

 

商标编号 14351433 

是否自有 
 自有品牌  

 授权品牌  

商标类型   R 标     TM 

有效期 2015 年 05 月 21 日至 2025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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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名 2 苏工坊 

 

商标编号 14579101 

是否自有 
 自有品牌  

 授权品牌 

商标类型   R 标     TM 

有效期 2015 年 7 月 7 日至 2025 年 7 月 6 日 

品牌名 3 LINE COMPONENT 

 

商标编号 15454914 

是否自有 
 自有品牌  

 授权品牌 

商标类型   R 标     TM 

有效期 2015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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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名 4 STONEWORK 

 

商标编号 15454888 

是否自有 
 自有品牌  

 授权品牌 

商标类型   R 标     TM 

有效期 2015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20 日 

品牌名 5 图案 

 

商标编号 15454914 

是否自有 
 自有品牌  

 授权品牌 

商标类型   R 标     TM 

有效期 2015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20 日 

产品系列 文化砖、文化石、EPS 线条、轻质砖 

企业对外 项目所在地区 无 项目名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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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情况 
投资金额 无 收益情况 无 

关联公司情况 

是否有关联公司  有  (海宁云岗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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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百仙 

1.2 联系方式 

联系人 钱超 联系人职位 总经理助理 

电话号码 18857319527 传真号码 0573-87939055 

电子邮件 48799863@qq.com 公司网址 http://www.oling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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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办 2 

财务部 3 

研发部 4 

行政部 8 

外贸部 3 

销售部 6 

市场部 3 

生产部 73 

总人数 103 

关联工厂人员数量 0（与审核主体共用人员） 

    总人员数量 103 

  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8 生产人员数量 65 

非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5 非生产人员数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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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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料组 搅拌机 无 4 大型打料供料设备 

 

原料切割组 切割机 无 2 对泡沫等原料进行切割 

 

成品切割组 切割机 无 2 木工切割 

 

工艺能力 

工艺名称：文化砖 

1. 填料 2. 搅拌打料 3. 模具成型 

   

4. 加热、倒模 5. 检验包装 6. 存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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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名称：EPS 线条 

1. 切割 2. 粘网格布 3. 涂层 

   

4. 晾干 5. 存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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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 天 

生产产品数量 文化石、文化砖 4,000 平米/天，线条 250 米/天 

关键原材料清单 保温板、水泥、陶粒、网格布、泡沫、黄沙 

2016 较 2015 年度产能比 30%产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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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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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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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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根物流，安能物流 

设备名称 货车 

数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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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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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实景 

  

水泥仓库 成品仓库 

  

成品仓库 线条仓库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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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砖 87% 

 

EPS 线条 11% 

背衬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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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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砖、文化石 2500 平米/天 10-20 天 未提供 

2016 年度产能 
文化砖、文化石 3000 平米/天 10-20 天 未提供 

EPS 线条 200 米/天 10-20 天 未提供 

2017 年度产能 
文化砖、文化石 4000 平米/天 10-20 天 未提供 

EPS 线条 250 米/天 10-20 天 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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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联紫郡 2016 年 1 月 60000 平 60000 平 2017 年 7 月 

硤石里 2016 年 1 月 30000 平 30000 平 2017 年 4 月 

通和十二橡树 2015 年 8 月 120000 平 120000 平 2017 年 8 月 

最近生产周期产能饱和度 30% 

未来生产周期产能 文化砖、文化石：2800 平米/天    EPS 线条 175 平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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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ZL 2012 2 0474856.9   

产品：柔性砖墙面板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ZL 2015 2 0548181.1  

产品：保温隔热型节能成品板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ZL 2015 2 0548266.X  

产品：一种保温隔热型轻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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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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31114061 

申请主体：浙江奥灵格建材系统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国家化学建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检测依据：JC/T 159-2004《外墙内保温板》、JG 149-2003

《膨胀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GB/T 2865-2009《色

漆和清漆人工气候老化和人工辐射曝露 滤过的氙弧辐射》 

测试结果：提供实测结果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4 年 12 月 08 日 

 

报告编号：150031112335 

申请主体：浙江奥灵格建材系统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国家化学建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检测依据：JG 149-2003《膨胀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 

测试结果：提供实测结果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5 年 5 月 21 日 

 

测试报告情况总结： 
该企业在新产品新规格产品阶段会送检常规性测试，客户对

一些特殊性能有要求时，也会送第三方进行检测 

5.4 产品型式试验报告/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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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信息 检测报告图片 

无 无 

测试报告情况总结： 无 

5.5 工厂审核报告/证书 

报告/证书类型 图片 

无 无 

测试报告情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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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人员承担售后服务职责）            无  

是否有独立工程承接部门  有              无 （销售人员接合同，不做工程） 

服务响应时间 48 小时内 

工程服务主要人员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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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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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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奥灵格建材系统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 

分公司/子公司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镇之江路 22 号 

分公司/子公司销售占比 60% 

是否有国内代理 /分

销商/分公司/办事处 

代理商所在省份 江苏省 

代理商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春柳北路 330 号 

分销商所在省份 无 

分销商地址 无 

分公司所在省份 浙江 

分公司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镇之江路 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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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销售区域二 江苏 

销售区域三 上海 

销售区域四 安徽 

销售区域五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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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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地宝山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 

合作项目：金地宝山项目 

合同开始时间：无 

合作产品名称：文化砖、转角砖,EPS

装饰结构件 

销售额：RMB 4,27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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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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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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诚信浙商示范单位 

颁发机构：诚信浙商中国理事会 

颁发时间：2014 年 

 

奖项名称：会员证书 

颁发机构：浙江省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行业

协会 

颁发时间：201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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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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属生产部） 

质保与质控人数 4 人 

本科及以上占比 25% 

进料控制 

有无来料接收的质量标准  有              无 （无文件标准） 

来料检验的标准类型 依靠经验 

对来料是否有质量检验  有              无 

IQC 检验程序 IQC 检验记录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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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格品处理记录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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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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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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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ISO9001 证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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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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试验机 TYE-300B 1 测试板材抗压等级 

 

电动抗折机 DKZ-5000 1 测试板材抗折等级 

 

 

8.3 供应链管理 

产品系列组件名称 

（产品组成部分） 
保温板、水泥、陶粒、网格布、泡沫、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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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温板 各种规格 常州 常州汉塑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黑水泥 25KG/袋 崇福 浙江新都水泥有限公司 

陶粒 无 海宁 浙江德宏陶粒有限公司 

网格布 100mm 宽 x50m/卷 宁波 
宁波金铠石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泡沫 1220x1020x2020mm 杭州 杭州方荣塑料泡沫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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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恒创化工有限公司 颜料企业 3 RMB 50,000 

杭州迈德凯塑业有限公司 包装企业 2 RMB 300,000 

广东龙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胶粉企业 5 RMB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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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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 23 日 

缴费情况 已缴费 

排污方式 工业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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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污许可证 排污缴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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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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新纪元税务师事务所） 

2014 年度 RMB 21896368.33 

 

2015 年度 RMB 13480984.29 

 

2016 年度 RMB 12128694.57 

 

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总计 RMB 47,506,047.19 

http://www.sgs.com/terms_and_conditions.htm


                                                                                          
                                                                                                                                  RReeppoorrtt  NNoo..::  QQIIPP--MMYYYY--2200117700881188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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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of 32 

公司近三年业绩 

（按照产品系列）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文化砖 RMB 19049840.45 RMB 12806935.08 RMB 10551964.28 

EPS 线条 RMB 2846527.88 RMB 674049.21 RMB 1334156.4 

背衬板 0 0 RMB 242573.89 

产品业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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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专用发票 根据合同约定 17% 

销售渠道结构 

渠道名 销售额 销售占比 

工程渠道 RMB 11279686 93% 

经销渠道 RMB 606434.73 5% 

外贸 RMB 24257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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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砖 RMB 10309390.4 85% 

EPS 线条 RMB 1819304.1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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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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楼 办公室 

  

车间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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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 车间 

  

车间 车间 

  

车间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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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 车间 

  

车间 车间 

  

车间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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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 制模 

  

展厅 展厅 

  

样品 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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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样品 

  

样品 样品 

  

样品 样品 

  

 

样品 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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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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