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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实地认证报告 
         

报告: 

被审核公司名称 都江堰市摩尔电气有限公司 

审核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经济开发区泰兴大道 7 号 

SGS 审核员 Ding Xu 报告审核 Paul Chen 

审核日期 2017 年 8 月 17 日 失效日期 2018 年 8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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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江堰市摩尔电气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压柜、低压柜、配电箱柜、箱式变电站加工和销售的生产

型企业，现有员工 67 人。该公司成立于 1991 年，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经济开发区泰兴大道 7 号，企业

实际建筑面积为约为 8,000 平米,该企业拥有标准的生产厂房及先进的生产设备，公司拥有自主品牌“摩尔”。

都江堰市摩尔电气有限公司以国内市场为主，同时兼具出口业务，2017 年高压柜与低压柜年最大产能为 3000

台，企业 2016 年的营业额为人民币 53,620,026.53 元。 

 

2. 企业亮点: 

 

1>  企业质量、环境及职业健康管理体系比较完善，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

系及 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管理系统规范。 

2>  企业生产的照明配电箱，交流低压电器设备（低压成套开关设备），抽出式低压开关柜（低压成套开关设

备），低压补偿装置（低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装置），计量配电箱（配电板）获得 3C 认证证书；同时生

产的高/低压预装式变电站，金属铠装置式高压开关设备（3.6kV—40.5kV 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

设备）获得 CQC 认证证书，产品质量稳定。  

3>  企业创新能力较强，获的中国电力电器行业发展论坛组委会的评选的中国电力电器十大创新品牌。 

4>  专注高压柜，低压柜，配电箱柜，箱式变电站生产和销售，为岷江犍为航电枢纽主体工程，汶马高速，贝

西藏四电站，成都市青羊区国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业务综合大楼等较大工程项目提供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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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江堰市摩尔电气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营业执照编号 91510181202767648X 

 

营业执照注册

日期&有效期 
1991 年 10 月 15 日 -- 永久 

经营状态 存续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四川都江堰经济开发

区泰兴大道 

运营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经济开发区泰兴大

道 7 号 

运营年限 16 年 

主营业务范围 

40.5KV 及以下箱式变电站、开关站、高低压

成套开关柜、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的生产、

销售、安装；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系统

设备集成制造、销售、安装；电能谐波治理；

机械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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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信息 

品牌名 摩尔 

 

商标编号 16748936 

是否自有 
 自有品牌  

 授权品牌  

商标类型   R 标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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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6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6 年 11 月 27 日 

产品系列 高压柜，低压柜，配电箱柜，箱式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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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共同法人（股东）名称 无 

1.2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许开琼 联系人职位 营销总监 

电话号码 13881711512 传真号码 0086-028-87139942 

电子邮件 413129162@qq.com 公司网址 www.mooo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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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经理 2 

市场部 2 

售后服务部 1 

营销部 26 

人力资源部 1 

财务部 3 

技术部 4 

采购部 1 

生产部 23 

检验部 3 

关联工厂人员数量 无 

    总人员数量 67 

  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6 生产人员数量 23 

非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6 非生产人员数量 32 

 

 

 

 

 

 

 

 

D 

A 

E F 

F 

G C 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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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车间 设备名称 品牌型号 数量 设备特性 设备图片 

钣金 数控剪板机 MS-6*3200 1 数控加工中心，精准 

 

钣金 数控冲床 T30 1 数控加工中心，精准 

 

钣金 数控折弯机 MB8-250*3200 1 数控加工中心，精准 

 

钣金 母排冲、剪、折弯机 
DGWMX-303E-

3 
1 母排制作精细化 

 

钣金 二氧化碳保护焊 NBC300 3 性能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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钣金 剪板机 Q11-6*2500 1 性能优良 

 

钣金 摇臂钻床 Z35 1 性能优良 

 

钣金 攻丝机 Z4018 20 性能优良 

 

钣金 钻床 S4012B 2 性能优良 

 

钣金 角磨机 JD3083C 5 性能优良 

 

钣金 砂轮机 S3SL-250 4 性能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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钣金 等离子切割机 CUT-40 1 性能优良 

 

工艺能力 

工艺名称： 高压柜、低压柜、配电箱柜、箱式变电站 

1. 剪板 2. 折弯 3. 焊接 

   

4. 表面处理 5. 喷塑 6.装配 

   

7. 检验 8. 成品 9. 包装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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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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8 天 

生产产品数量 6 台/天 

关键原材料清单 铜材、钢材、各类元器件 

2016 较 2015 年度产能比 下降 6.15% 

研发能力 

是否独立研发部门  是              否 

研发费用占收入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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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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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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德邦物流、四川顺丰 

设备名称 无 

数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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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仓 ERP 仓储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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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柜 61% 

 

低压柜 21% 

配电箱柜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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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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柜 3 台/天 15 天 725 

低压柜 3 台/天 18 天 880 

2015 年度产能 
高压柜 3 台/天  15 天 940 

低压柜 3 台/天 18 天 1012 

2016 年度产能 
高压柜 3 台/天 15 天 846 

低压柜 3 台/天  18 天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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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泽京（南溪） 2017 年 2 月 71 台 71 台 
2017 年 3 月 20 日

-2017 年 4 月 20 日 

广元袁家坝棚户区改

造项目 
2017 年 5 月 93 台 93 台 

2017 年 5 月-2017

年 6 月 

最近生产周期产能饱和度 80% 

未来生产周期产能 200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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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2016073 

申请主体：都江堰市摩尔电气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国家高原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检测依据： 

GB3906-2006 3.6kV—40.5kV 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

设备； 

GB/T11022-2011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用技术

要求； 

GB/T14597-2010 电工产品 不同海拔的气候环境条件； 

GB/T20626.1-2006特殊环境条件 高原电工电子产品 第1部

分：通用技术要求 

测试结果：符合标准要求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6 年 7 月 25 日 

 

测试报告情况总结： 该企业共有金属铠甲中置式高压开光设备测试报告：1 份 

5.3 产品型式试验报告/证书 

CQC 认证证书信息 CQC 认证证书图片 

报告编号：CQC06021016794 

申请主体：都江堰市摩尔电气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CQC 

检测依据：GB3906-2006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4 年 0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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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C 认证证书信息 CQC 认证证书图片 

报告编号：CQC09021030424 

申请主体：都江堰市摩尔电气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CQC 

检测依据：GB 17467-2010；DL/T 537-2002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4 年 12 月 16 日 

 

CCC 认证信息 CCC 认证图片 

报告编号 2003010301101490 

申请主体：都江堰市摩尔电气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CQC 

检测依据：GB 7251.12-2013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5 年 12 月 04 日 

 

CCC 认证信息 CCC 认证图片 

报告编号：200310301101492 

申请主体：都江堰市摩尔电气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CQC 

检测依据：GB 7251.3-2006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5 年 12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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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 认证信息 CCC 认证图片 

报告编号：2003010301101494 

申请主体：都江堰市摩尔电气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CQC 

检测依据：GB 7251.12-2013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5 年 12 月 04 日 

 

CCC 认证信息 CCC 认证图片 

报告编号：2003010301101495 

申请主体：都江堰市摩尔电气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CQC 

检测依据：GB 7251.12-2013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5 年 12 月 04 日 

 

CCC 认证信息 CCC 认证图片 

报告编号：2010010301400693 

申请主体：都江堰市摩尔电气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CQC 

检测依据：GB 7251.3-2006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5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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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 认证信息 CCC 认证图片 

报告编号：2010010301400694 

申请主体：都江堰市摩尔电气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CQC 

检测依据：GB/T 15576-2008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5 年 12 月 24 日 

 

CCC 认证信息 CCC 认证图片 

报告编号：2004010301130159 

申请主体：都江堰市摩尔电气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CQC 

检测依据：GB 7251.3-2006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5 年 12 月 09 日 

 

检测报告信息 检测报告图片 

报告编号：140162G-HV 

申请主体：都江堰市摩尔电气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高压电器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检测依据：GB 3906-2006（IEC62271-200:2003，MOD）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4 年 06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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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信息 检测报告图片 

报告编号：DB14012E04 

申请主体：都江堰市摩尔电气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东北电力电器产品质量监测站 电力工业带电

作业工器具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检测依据： 

GB 3906-2006、DL/T 404-2007《3.6kv—40.5kV 交流金

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条款 6.2（绝缘试验）、6.4

（回路电阻测量）、6.5（温升试验）、6.6（短时耐受电

流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6.7（防护等级检验）、6.101

（关合和开断能力验证）、6.102（机械操作试验） 

GB1984-2003《高压交流断路器》、 

DL/T402-2007《高压交流断路器订货技术条件》条款

6.101.2（机械操作试验）、6.106（基本短路试验方式）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4 年 06 月 13 日 

 

测试报告情况总结： 

该企业共有： 

1. 照明配电箱（配电板）3C 认证证书：2 份； 

2. 交流低压电器设备（低压成套开关设备）3C 证书：2 份； 

3. 抽出式低压开关柜（低压成套开关设备）3C 证书：1 份； 

4. 低压补偿装置（低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装置）3C 证书：1 份； 

5. 计量配电箱（配电板）3C 认证证书：1 份； 

6. 高/低压预装式变电站 CQC 证书：1 份； 

7. 金属铠装置式高压开关设备（3.6kV—40.5kV 交流金属封闭开

关设备和控制设备）CQC 证书：1 份；  

8. 铠装移开式户内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型式试验报告：1 份； 

9. 金属铠装置式高压开关设备型式试验报告：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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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小时 

工程服务主要人员 总经理，项目对接人，项目技术负责人，销售技术支持人员，售后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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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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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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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销售区域二 内蒙古 

销售区域三 重庆 

销售区域四 广西 

销售区域五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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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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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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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名称：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 

合作项目：广元袁家坝棚户区改造项目 

合同开始时间：2017 年 5 月 16 日 

合作产品名称：高低压柜、箱式变电柜、

母线槽等相关设备 

销售额：人民币 193 万元 

 

合作方名称：成都市青羊区国投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合作项目：成都市青羊区国投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业务综合大楼高低压配电设备工程 

合同开始时间：2015 年 4 月 1 日 

合作产品名称：高压中置开关柜、高压环

网柜、低压开关柜、低压配电系统、电力

变压器 

销售额：人民币 6,258,5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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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名称：成蜀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合作项目：美丽泽京 

合同开始时间：2017 年 3 月 17 日 

合作产品名称：高低压开关柜 

销售额：人民币 1,453,968 元 

 

合作方名称：四川旭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合作项目：岷江犍为航电枢纽主体工程 

合同开始时间：2016 年 9 月 5 日 

合作产品名称：欧式箱变设备 

销售额：人民币 2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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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名称：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合作项目：汶马高速 

合同开始时间：2015 年 9 月 28 日 

合作产品名称：箱式变电站、欧变 

销售额：人民币 41.6 万 

 

合作方名称：四川中迪电力有限公司 

合作项目：蜀涛英伦半岛 

合同开始时间：2016 年 1 月 13 日 

合作产品名称：高低压柜、低压抽屉柜、

表箱及分线箱、环网柜、直流电源柜、电

缆换线箱、配电箱柜 

销售额：人民币 24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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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名称：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

公司 

合作项目：贝西藏四电站 

合同开始时间：2013 年 4 月 5 日 

合作产品名称：变电站 

销售额：人民币 52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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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电气十大创新品牌 

颁发机构：中国电力电气行业反正论坛组委会 

颁发时间：2017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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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保与质控人数 3 人 

本科及以上占比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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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对来料是否有质量检验  有              无 

IQC 检验程序 IQC 检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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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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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不合格品处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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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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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514Q13733R0S 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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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空开关特性试验装置 GKC 1 

用途：真空开关的机械特

性检测 

特性：灵敏度高 

 

继电保护校验仪 JBC-11 1 
用途：过流保护的检测 

特性：灵敏度高 

 

二次耐压测试仪 HTNY-H 1 
用途：电气绝缘强度试验 

特性：精度高 

 

10kv 耐压试验车 2671A 1 
用途：电气绝缘强度试验 

特性：误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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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kv 耐压试验车 GDYD-A 1 
用途：电气绝缘强度试验 

特性：误差小 

 

8.3 供应链管理 

产品系列组件名称 

（产品组成部分） 
钢材，铜材，各类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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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材 100x10mm 云南 成都贝德铜业有限公司 

钢材 
1.98x1250mm 

1.5x1250mm 
攀枝花、武汉 成都展志商贸有限公司 

各类元器件 

断路器，接触器，

热继电器，真空

断路器，负荷开

关，微机保护器，

电流电压互感器 

国内外 
诺雅格、正泰、德力西、

施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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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展志商贸有限公司 钢材代理 8 保密 

成都贝德铜业有限公司 铜材企业 12 保密 

成都宝德勒电气有限公司 元器件企业 9 保密 

成都诺雅格电气有限公司 元器件企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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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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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尘设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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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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报告审查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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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14001) 认证证书 

证书编号：0070014E21432R0S 

发证机构：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证书有效期：2017 年 12 月 22 日 

 

认证证书信息 证书原件 

证书类型：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AS)认证证书 

证书编号：0070014S11054R0S 

发证机构：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证书有效期：2017 年 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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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 48,531,087.83 

 

2015 年度 RMB 56,712,820.17 

 

2016 年度 RMB 53,620,026.53 

 

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总计 RMB 158,863,9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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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近三年业绩 

（按照产品系列）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高压柜 27,662,720.06 36,296,204.91 32,708,216.18 

低压柜 10,191,528.44 11,342,564.03 11,260,205.57 

配电箱柜 10,676,839.32 9,074,051.23 9,651,6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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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客户要求时间实

时开据 
17% 

销售渠道结构 

渠道名 销售额 销售占比 

工程渠道 117,559,311.55 74% 

经销渠道 39,715,983.63 25% 

外贸 1,588,639.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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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柜 82,291,518.09 70% 

低压柜 23,511,862.31 20% 

配电箱柜 11,755,931.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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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 实地图片 
 

公司和产品照片  

公司大门 办公楼 

  

办公室 办公室 

  

厂房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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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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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 车间 

  

车间 仓库 

  

成品 成品 

  

 

--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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