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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实地认证报告 
         

报告: 

被审核公司名称 富新泰丰门业有限公司 

审核地址 浙江省永康市花街镇新川村 

SGS 审核员 Danny Yang 报告审核 Paul Chen 

审核日期 2017 年 9 月 19 日 失效日期 2018 年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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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新泰丰门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开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全品类门业产品制造企业，其

前身为永康市富新门业，自 1999 年诞生以来，主要生产“富新”牌防盗安全门、防火门、钢木装甲门、木

质门、钢制进户门、室内门不锈钢门、铜门、铝雕门、铝木门、铜门、楼宇门、钢铜门、非标别墅门等系列

产品。富新泰丰门业有限公司被授权生产“FUSIM”“富新”品牌产品。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富

新”牌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浙江省著名商标”。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GA”认证，欧

盟“CE 认证”，“富新”牌防火门产品通过挂架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 3C 认证，“富新”牌安全门、

防火门、钢木门均被评为中国十大品牌。公司注册资金 1700 万美元，现有产房面积 26 万平方米，员工 2196

人，全国设立 30 个办事处，及 2000 多个营销网点，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并与国内知名房产公司华夏幸

福基业、中粮地产、华润置地、新城控股、星河控股等多家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远销东南亚等国

家和地区。2015 年度纳税超千万，荣获永康市纳税百强企业。 

 

2. 企业亮点: 

 

          1>企业年产能可以达到 1,380,000 樘，在钢质门市场占比较大。 

          2>建立了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以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并运行维护良好。 

          3>专注各种品类工程门的生产，与国内各大开发商(华夏幸福基业、中粮地产、华润置地、新城控股、星河控

股等)保持长期合作。           

4>按照区域划分,国内设置了 25 大办事处，及 2000 多个营业，点,提供了覆盖全国主要房产市场的销售以及

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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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新泰丰门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营业执照编号 9133070032953960X7 

 

营业执照注册

日期&有效期 

2015 年 01 月 29 日 至  

2045 年 01 月 28 日 

经营状态 存续 

注册地址 浙江省永康市花街镇新川村 

运营地址 浙江省永康市花街镇新川村 

运营年限 2 年 

主营业务范围 

木门制造、销售（具体范围详见《浙江

省木竹经营加工核准证》）；钢质进户

门，不锈钢门，防盗门，防火门，金属

门，装甲门制造、加工、销售、安装；

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家用厨房电

器制造、销售；机械化农业及园艺机具

制造、销售；训练健身器材制造、销售；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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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登记证信息 组织机构代码证信息 

税务登记号 9133070032953960X7 机构代码 9133070032953960X7 

发证日期 2015 年 01 月 29 日 有效期 2045 年 0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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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信息 

品牌名 1 FUSIM 

 

 

商标编号 6883354 

是否自有 
 自有品牌  

 授权品牌  

商标类型   R 标     TM 

有效期 2010 年 5 月 7 日至 2020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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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名 2 富新 

 

 

商标编号 6698870 

是否自有 
 自有品牌  

 授权品牌 

商标类型   R 标     TM 

有效期 2013 年 1 月 14 日至 2023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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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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1.2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王亮 联系人职位 战略部经理 

电话号码 13516940405 传真号码 0579-87292050 

电子邮件 2627731732@qq.com 公司网址 www.fusim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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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生产部 1894 

品质部 96 

技术部 32 

研发部 18 

销售部 68 

战略部 15 

行政部 34 

综合部 12 

财务部 22 

关联工厂人员数量 0 

    总人员数量 2196 

  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138 生产人员数量 1756 

非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234 非生产人员数量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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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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钣金车间 16T 冲床 J23-16 55 
冲压速度快，可以更换不

同模具 

 

钣金车间 25T 冲床 J23-25 45 
冲压速度快，可以更换不

同模具 

 

钣金车间 35T 冲床 J23-35 20 
冲压速度快，可以更换不

同模具 

 

钣金车间 63T 冲床 J23-63 20 
冲压速度快，可以更换不

同模具 

 

钣金车间 100T 冲床 J23-100A 30 吨位高，能够压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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钣金车间 液压摆式剪板机机 QC12Y-4*2500 3 吨位高 

 

钣金车间 液压摆式剪板机 QC12Y-6*2500 3 
新采购的设备，连续工作

精度高 

 

钣金车间 液压摆式剪板机 QC12Y-6*3200 5 连续工作精度高 

 

钣金车间 液压摆式剪板机 QC12Y-8*2500 5 精度高 

 

钣金车间 液压摆式剪板机 QC12Y-8*3200 3 精度高 

 

钣金车间 液压折弯机 WC67Y-40/2200 8 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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钣金车间 液压折弯机 WC67Y-63/2500 27 精度高 

 

钣金车间 液压折弯机 WC67Y-80/2500 4 精度高 

 

钣金车间 自动焊接流水线 N/A 1 速度快，精度高 

 

钣金车间 流水线 美国骆信 1 速度快，精度高 

 
 

工艺能力 

工艺名称：钢质门生产流程 

1. 开平 2. 剪板 3. 门面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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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门框冲孔 5. 折弯 6. 焊接门框 

   

7. 胶合 8. 喷粉 9. 热转印 

   

10. 喷漆 11. 装配 12. 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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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天 

生产产品数量 4200 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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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原材料清单 冷轧钢板，防盗锁，防火门芯板，铰链，拉手，塑粉，油漆 

2016 较 2015 年度产能比 产能提升 20% 

研发能力 

是否独立研发部门  是              否 

研发费用占收入比 2% 

本科及以上占比 42%（研发共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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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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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速运，中国邮政物流，德邦物流，天地华宇，佳吉物流，新邦物流，远成物

流，中铁快运，中远物流 

设备名称 叉车 

数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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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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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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品仓库 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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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盗门 36% 

 防火门 21% 

钢木装甲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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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井门 8% 

 

铜门 8% 

楼宇门 6% 

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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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付数量 

2015 年度产能 各种类门 3300 樘/天 15-35 天 990,000 樘 

2016 年度产能 各种类门 4100 樘/天 15-35 天 1,353,000 樘 

2017 年度产能 

（1~8 月） 
各种类门 4200 樘/天 15-35 天 1,008,000 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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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孔雀城 2017 年 7 月 2000 樘/天 13000 樘 15 天 

南京龙湖佛城 2017 年 7 月 1500 樘/天 8000 樘 25 天 

最近生产周期产能饱和度 80% 

未来生产周期产能 4200 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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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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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京检第 1730612 号 

申请主体：富新泰丰门业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检测依据：GB17565-2007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7 年 5 月 15 日 

 

测试报告情况总结： 该企业共有防盗安全门测试报告：2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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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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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201616677 

申请主体：富新泰丰门业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国家固定灭火系统和耐火构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检测依据：GB/T8484-2008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6 年 6 月 23 日 

 

测试报告情况总结： 该企业共有钢制隔热防火门测试报告：3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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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产品 CCC 证书 

报告/证书类型 图片 

报告编号：2017081806002080 

申请主体：富新泰丰门业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 

检测依据：GB 12955 2008 

测试结果：合格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7 年 7 月 12 日 

 

CCC 证书总结： 该企业共有 CCC 证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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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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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经理，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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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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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服务主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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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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地区、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西北地

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

西、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 

办事处地址 

廊坊工程部 河北廊坊 

天津 天津市河水去铁东路金宜里 1 号 

郑州 郑州市贰柒柒猴寨乡元荣仓库 

沈阳 沈阳市苏家屯南京南街 1188-80 

江苏镇江 
江苏省镇江定卵桥亿都建材城 3

幢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石林家乐家负一楼 

无锡 江苏无锡 

浙江工程部 浙江嘉善 

合肥 安徽合肥长江路新加城 

合肥 安徽合肥铜陵路元一柏庄 

工程部 安徽来安 

广东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元岗 

武汉 武汉市汉阳市里铺建材市场 

重庆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 

湖南 株洲市人民中路 435 号 

福建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梅峰路 6 号 

西北 银川市北京东路 5255 号 

内蒙古 
包头市昆区友谊大街同利加点栋

20 米 

贵州 
贵阳市云岩区下合群路龙泉巷 2

号 4 栋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浐灞半岛 A15 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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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桂林市新防二号 

山东 济南市济洛路 154-226 号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华金大道

金苑 

山西 
太原市万柏林区南内环西街七美

家居城建材街 

云南 
昆明市中林建材城 E 区 3 栋 4、5

号 

江西 南昌市青山湖区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迎宾路 93#31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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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集团 

合作项目：全国战略  

合同开始时间：2016 年 2 月 

合作产品名称：进户门 

销售额：RMB 63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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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渠道能力 

合作方名称：华夏幸福孔雀城（廊坊京

御） 

合作项目：孔雀城 

合同开始时间：2015 年 6 月 

合作产品名称：钢质门 

销售额：5432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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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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 

合作项目：全国战略  

合同开始时间：2017 年 7 月 

合作产品名称：钢木门 

销售额：4200 万 

 

 

是否有其他第三方机构颁发优秀供应商奖项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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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情况 奖牌/获奖证书 

奖项名称：纳税百强 

颁发机构：永康市人民政府 

颁发时间：2016 年 1 月 

 

奖项名称：中国防火门十大品牌 

颁发机构：品牌排行网 

颁发时间：2016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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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人 

本科及以上占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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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相关标准，建立了自己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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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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不合格品处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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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15Q10408R0S 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 2018 年 4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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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雾试验机 华兴 2 

用途：技术锈蚀试验 

特性：检测金属表面质

量 

 

材料燃烧试验炉

RX-20-9 

永康市汇能热处

理设备厂 
1 

用途：门芯板耐火试验 

特性：专门检测防火门

芯板 

 

防盗门综合性能测试仪 自制 1 
用途：防盗门撞击试验 

特性：检测产品性能 

 

8.3 供应链管理 

产品系列组件名称 

（产品组成部分） 

冷轧钢板，防盗锁，防火门芯板，铰链，

拉手，塑粉，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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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轧钢板 未提供 浙江 浙江兴达钢带有限公司 

冷轧钢板 未提供 上海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冷轧钢板 未提供 四川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锁具 未提供 浙江 浙江富安锁业有限公司 

塑粉 未提供 浙江 浙江爱克仕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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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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企 2 年 保密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企 2 年 保密 

浙江富安锁业有限公司 私企 2 年 保密 

永康市宏达防盗门配件厂 私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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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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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水处理、排污处理设备 1 台 易澄环保 

废气处理设备 1 台 易澄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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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书类型：环境体系证书 ISO14001 

证书编号：02816E10350R0M 

发证机构：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 

证书有效期：2018 年 9 月 15 日 

 

证书类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证书 OHSAS 18001 

证书编号：02816S10295R0M 

发证机构：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 

证书有效期：2019 年 6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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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永康五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RMB 593282591.93 

 

2016 年度 RMB 1479866878.67 

 

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总计 RMB 2,073,149,470.6   （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 月） 

公司近三年业绩 

（按照产品系列）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钢制入户门 不适用 RMB 355,969,555 RMB 887,920,127.2 

钢木装甲门 不适用 RMB 71,193,911 RMB 177,584,025.4 

铜门 不适用 RMB 7,119,391.1 RMB 17,758,402.54 

楼宇门 不适用 RMB 711,939.11 RMB 1,775,84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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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业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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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专用发票 项目供货同时提供 17% 

销售渠道结构 

渠道名 销售额 销售占比 

工程渠道 RMB 887,920,127.2 60% 

代理经销商 RMB 266,376,038.2 30% 

外贸 RMB 26,637,6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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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盗门 RMB 234,368,293.4 36% 

防火门 RMB 136,714,837.8 21% 

钢木装甲门 RMB 104,163,686 16% 

管道井门 RMB 52,081,842.98 8% 

铜门 RMB 52,081,842.98 8% 

楼宇门 RMB 39,061,382.24 6% 

木门 RMB 32,551,151.8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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