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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实地认证报告 
         

报告: 

被审核公司名称 建国伟业防水科技望都有限公司 

审核地址 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蒙牛路 1 号 

SGS 审核员 Levi Wang 报告审核 Paul Chen 

审核日期 2017 年 07 月 13 日 失效日期 2018 年 07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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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伟业防水科技望都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建国伟业防水材料有限公司为扩大生产规模，于 2013 年 11 月

在望都新近成立的子公司，位于望都县经济开发区蒙牛路 1 号。主要作为总公司防水材料的生产基地，主要

产品为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高分子防水片材以及防水涂料。该企业占地 223 亩，分南区和北区。建设期 3 年，

新建、翻新生产厂房、仓储库房，新建研发实验中心及生活办公中心，同时配套建设公用辅助工程设施，建

筑占地面积达 55,435 ㎡，总建筑面积达 91,597 ㎡。 

 

2. 企业亮点: 

 

          1>引进国外先进的 6 米宽幅高分子防水片材自动化生产线。 

          2>企业通过 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 三体系认证。 

          3>企业占地 223 亩，建筑占地面积达 55,435 ㎡，总建筑面积达 91,597 ㎡。 

          4>年产能防水涂料: 50,000 吨，高分子防水片材: 20,000,000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5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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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伟业防水科技望都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营业执照编号 911306310872529716 

 

营业执照注册

日期&有效期 
2013 年 12 月 11 日~长期 

经营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注册地址 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蒙牛路 1 号 

运营地址 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蒙牛路 1 号 

运营年限 4 年 

主营业务范围 

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建材

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

术服务；经营本企业生产产品及技术出

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货物进出口业务、技术进

出口业务、代理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

外）；建材销售；室内装潢服务；从事

防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

决定规定须报经批准的项目，未获批准

前不准经营） 

税务登记证信息 组织机构代码证信息 

税务登记号 911306310872529716 机构代码 911306310872529716 

发证日期 2016 年 07 月 25 日 有效期 2013 年 12 月 11 日~长期 

品牌信息 

品牌名 1 魏各庄建国 

 

商标编号 317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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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7 月 7 日~2023 年 7 月 6 日 

产品系列 防水涂料，高分子防水片材，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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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资控股 

共同法人（股东）名称 北京市建国伟业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1.2 联系方式 

联系人 郭健萍 联系人职位 客服中心总监 

电话号码 010-63866049 传真号码 010-83823870 

电子邮件 3173873798@qq.com 公司网址 www.jianguofangshu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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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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部 4 

生产部 72 

品质部 7 

财务部 2 

研发部 16 

    总人员数量 102 

  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3 生产人员数量 69 

非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3 非生产人员数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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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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沥青车间 沥青类卷材生产线 阿迪，成铭 4 3-8 万㎡/条/天 

 

高分子车间 高分子卷材生产线 金韦尔 6 1-4 万㎡/条/天 

 

涂料车间 涂料生产线 信诚 2 30-50 吨/条/天 

 

涂料车间 反应釜 信诚 20 2-8 吨/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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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能力 

工艺名称：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1. 原材料 2. 烘干 3. 预浸 

   

4. 涂油 5. 覆膜 6.冷却 

   

7. 延展 8. 包装 9.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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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名称：高分子防水片材 

1. 原材料 2. 挤出 3. 压延 

   

4. 剪切 5. 收卷 6.涂胶 

   

7. 撒砂 8. 包装 9 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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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名称：防水涂料 

1. 原材料 2. 配料 3. 反应釜 

   

4. 包装 5. 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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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天 

生产产品数量 

防水涂料:1,000 吨/周 

高分子防水片材: 400,000 ㎡/周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1,000,000 ㎡/周 

关键原材料清单 

防水涂料: 聚醚多元醇，异氰酸酯， 

高分子防水片材: 聚乙烯颗粒，EVA 树脂，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沥青，SBS，聚酯胎 

2016 较 2015 年度产能比 
100% 

注：2016 年正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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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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本科及以上占比 

研发人数：16 

博士 1 人，本科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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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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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市巨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 传送带 

数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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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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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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额百分比 
示意图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49% 

 

防水涂料 9.6% 

高分子防水片材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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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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投产 未投产 未投产 未投产 

未投产 未投产 未投产 未投产 

未投产 未投产 未投产 未投产 

2016 年度产能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1,000,000 ㎡/周 7 天 900,000 ㎡ 

防水涂料 1,000 吨/周 7 天 800 吨 

高分子防水片材 400,000 ㎡/周 7 天 240,000 ㎡ 

2017 年度产能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1,000,000 ㎡/周 7 天 900,000 ㎡ 

防水涂料 1,000 吨/周 7 天 800 吨 

高分子防水片材 400,000 ㎡/周 7 天 3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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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无 无 

注：工厂只是负责生产，所有项目均有北京总公司签订。 

最近生产周期产能饱和度 80% 

未来生产周期产能 

防水涂料:50,000 吨/年， 

高分子防水片材: 20,000,000 ㎡/年，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58,000,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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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2017FS0669 

申请主体：建国伟业防水科技望都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建筑围护材料及管道产品质量

监督检测测试中心 

检测依据：GB/T 18173.1-2012 高分子防水材料第一部分：

片材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7 年 06 月 19 日 

 

测试报告情况总结： 

防水涂料:9 份， 

高分子防水片材:7 份，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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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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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工厂审核报告/证书 

报告/证书类型 图片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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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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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工程服务主要人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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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相关服务和售后由关联公司--北京宏兴东升防水施工有限公司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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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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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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销售区域二 无 

销售区域三 无 

销售区域四 无 

销售区域五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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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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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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颁发机构：无 

颁发时间：无 

无 

注：相关渠道市场由总公司 -- 北京市建国伟业防水材料有限公司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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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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科及以上占比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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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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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不合格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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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15Q20188R5M 
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

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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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沥青延度测定器 0-2M 1 测延伸性 

 

旋转粘度计 NDJ-1 2 测试粘度 

 

熔融指数测定仪 ZWR-0311 1 熔融指数 

 

沥青蜡含量测定仪 WSY-010 1 沥青蜡含量测定 

 

抗压试验机 DYE-300S 1 水泥抗折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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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卷材不透水仪 DTS-5 3 卷材不透水 

 

萃取器 98-1-13 3 可溶物含量 

 

干燥箱 FX101-2 8 恒温恒湿 

 

砂浆渗透仪 ss-15 1 砂浆渗透 

 

拉力试验机 Dl-288 4 拉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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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厚仪 MTT-10A 6 测厚 

 

密度天平 FA2014J 5 称重 

 

8.3 供应链管理 

产品系列组件名称 

（产品组成部分） 

防水涂料: 聚醚多元醇，异氰酸酯， 

高分子防水片材: 聚乙烯颗粒，EVA 树脂，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沥青，SBS，聚酯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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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沥青 90# 秦皇岛 
秦皇岛中石油燃料沥青

有限责任公司 

EVA 树脂 V5110J 南京 
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

责任公司 

聚醚多元醇 330N 淄博 
淄博德信联邦化学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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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皇岛中石油燃料沥青有

限责任公司 
国企 3 年 保密 

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

公司 
合资 3 年 保密 

淄博德信联邦化学工业有

限公司 
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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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 19 日 

缴费情况 已缴费 

排污方式 生活废水地下管网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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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气处理设备 1 华静达 

官方及行业环保奖惩 

奖项名称 颁发机构 颁发时间 

环评证书 望都县环保局 2015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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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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环保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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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15E20114R2M 

发证机构：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证书有效期：2015 年 6 月 4 日，2018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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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类型：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编号： 02517En10013R0M 

发证机构：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证书有效期： 2017 年 2 月 20 日~2020 年 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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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 无 无 

2016 年度 人民币 46,292,454.8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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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 人民币 61,754,098.96 元 

 

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总计 人民币 108,046,553.8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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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系列 2 保密 保密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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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销售渠道结构 

渠道名 销售额 销售占比 

北京市建国伟业防

水材料有限公司 
108,046,553.81 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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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相关业务由总公司--北京市建国伟业防水材料有限公司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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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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 厂房 

  

厂房 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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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 厂区 

  

厂区 厂区 

  

厂区 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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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 办公区 

  

办公区 办公区 

  

办公区 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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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区 办公区 

  

办公区 办公区 

  

办公区 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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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 展厅 

  

展厅 展厅 

  

展厅 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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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 展厅 

  

展厅 展厅 

  

展厅 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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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 车间 

  

车间 车间 

  

车间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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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 实验室 

  

仓库 仓库 

  

产品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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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产品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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