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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实地认证报告 
         

报告: 

被审核公司名称 中油佳汇防水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审核地址 

广州总部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南 320 号 

中油佳汇防水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高明分公司: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高

富二路 281 号 

SGS 审核员 Justin Wu 报告审核 Jacky Ren 

审核日期 2018 年 06 月 06 日~ 07 日 失效日期 2019 年 06 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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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油佳汇防水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保税区红

花路长平商务大厦 2533 房，实际办公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南 320 号, 是拥有 121 名员工的贸易型

企业；中油佳汇防水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高明分公司成立于 2016 年，位于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高

富二路 281 号，拥有 57 名生产员工，6 位产品开发工程师，标准化工业厂房及自动化防水材料生产设备。中

油佳汇防水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独立的注册商标，并获得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21 份，公司已

通过 ISO9001 及 ISO14001 体系认证。主要市场为国内，同时兼具出口业务，2017 年营业额为 RMB 

369,050,403.43。  

 

2. 企业亮点: 

 

1>  企业拥有专业的防水材料开发团队，现有 6 名技术人员,公司已经获得 21 项专利, 包括 4 项发明专利, 17

项实用新型专利。企业拥有全面的防水材料测试设备, 根据客户要求，国标，企标对原材料，半成品，成

品进行分析测试 

2>  企业自动化生产程度较高，拥有 4 条防水卷材生产线，1 条防水涂料生产线，2 套自动配料控制系统及 18

套沥青存储罐；设备设计产能：防水卷材 2,400,000 平方米/月，涂料 1，500 吨/月，且主要原材料沥青

由管道直接输送，同行业中处于领先位置。 

3>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较为完善，已通过 ISO9001 及 ISO14001 体系认证，现场 6S 执行到位，区域划分合

理，标识明确； 

4>  企业与国内百强企业：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参与国

内区域性标杆性项目：北京新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 14 标，北京新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 FXQ-CD-007 标段等，

并获得中国建筑防水协会，中国地产风云榜组委会，明源地产研究所等专业机构相关奖励证书。 

          备注：深圳中佳和化工有限公司于 16 年 01 月变更为中油佳汇防水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于 16 年 03 月变

更为中油佳汇防水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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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油佳汇防水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

司 
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营业执照编号 91440300565738037E 

 

营业执照注册

日期&有效期 
2010 年 11 月 25 日至长期 

经营状态 存续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保税区红花路长

平商务大厦 2533 房 

运营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南 320 号 

运营年限 8 年 

主营业务范围 

信息咨询（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

融从业、人才中介服务及其他限制项

目）；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防水材料、化工产品、化工助剂、沥青

及沥青改性材料（以上不含危险化学

品）、建筑材料、橡胶材料、橡胶油、

燃料油、金属材料、机械设备的研发、

生产、销售及施工服务。 

税务登记证信息 组织机构代码证信息 

税务登记号 91440300565738037E 机构代码 91440300565738037E 

发证日期 2010 年 11 月 25 日至长期 有效期 2010 年 11 月 25 日至长期 

品牌信息 

品牌名 1 中油佳汇 

 

商标编号 18189190 

是否自有 
 自有品牌  

 授权品牌  

商标类型   R 标     TM 

有效期 2026 年 12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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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名 2 图形 

 

商标编号 18184550 

是否自有 
 自有品牌  

 授权品牌 

商标类型   R 标     TM 

有效期 2028 年 02 月 13 日 

品牌名 3 CNPW 

 

商标编号 18185277 

是否自有 
 自有品牌  

 授权品牌 

商标类型   R 标     TM 

有效期 2026 年 12 月 06 日 

产品系列 防水卷材，防水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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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全资控股 

共同法人（股东）名称 中油佳汇防水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1.2 联系方式 

联系人 杜海南 先生 联系人职位 企划部经理 

电话号码 0086-13826439747 传真号码 0086-20-39390911 

电子邮件 57356739@qq.com  公司网址 http://www.cn-pw.cn  

http://www.sgs.com/terms_and_condit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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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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行政部 7 

企划部 5 

财务部 9 

采购部 2 

销售部 57 

项目部 13 

客服部 9 

工程技术中心 13 

关联工厂人员数量 高明分公司：57 人 

    总人员数量 178 人 

  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8 人 生产人员数量 49 人 

非生产管理人员数量 16 人 非生产人员数量 10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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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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料车间 密闭式沥青储存罐 江苏京海机械 18 

用途：储存沥青 

特性：3000/500/100/立方

米 

 

配料车间 原材料输送管道 N/A 9 

用途：输送沥青 

特性：直径

125MM/2860M，供应商

管道直供 

 

配料车间 胶体磨 
丹东亿阳

JTR-4010.1 
3 

用途：研磨改性沥青胶料 

特性：40 立方米/小时 

 

配料车间 导热油炉 

江苏润利

YY.Q.W-3000Y.

Q. 

3 

用途：提供热源，加热沥

青 

特性：功率 3000 千瓦 

 

成型车间 改性沥青有胎生产线 江苏京海机械 1 

用途：生产成型改性沥青

卷材 

特性：设备产能 80 万平米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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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车间 改性沥青无胎生产线 遨析哲 1 

用途：生产成型改性沥青

卷材 

特性：设备产能 100 万平

米/月 

 

成型车间 非沥青基生产线 上海华迪 1 

用途：生产成型非沥青基

卷材 

特性：设备产能 20 万平米

/月 

 

成型车间 高分子卷材生产线 上海金纬 1 

用途：生产高分子卷材 

特性：设备产能 40 万平米

/月 

 

成型车间 涂料生产线 北京中瑞加尔 1 

用途：生产防水涂料 

特性：设备产能 1，500

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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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能力 

工艺名称： 有胎防水卷材生产工艺 

1. 沥青保温 2. 计量配制 3. 氧化 

   

4.烘布 5. 浸透 6. 涂盖 

   

7. 覆 膜 8. 冷却成型 9. 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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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检验 11. 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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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天 

生产产品数量 20，000 平方米/天 

关键原材料清单 沥青，改进剂，填充料，胎底 

2017 较 2016 年度产能比 17 年产量提升 347.82% 

 

研发能力 

是否独立研发部门  是              否 

研发费用占收入比 0.81%（研发费用约 300 万） 

本科及以上占比 50% (本科 3 位，总人数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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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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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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龙冠物流有限公司，抚州市临川新赣线物流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 无 

数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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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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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仓 材料仓 

  

仓库管理程序 进出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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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水卷材 90% 

 

防水涂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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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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水卷材 无 无 无 

防水涂料 无 无 无 

2016 年度产能 
防水卷材 10，000 平方米/天 15 天 1，150，000 平方米/年 

防水涂料 10 吨/天 7 天 120 吨/年 

2017 年度产能 
防水卷材 20，000 平方米/天 15 天 5，000，000 平方米/年 

防水涂料 20 吨/天 7 天 1，500 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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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城市公司盛高 

日出东山二期 
2018 年 02 月 

2901758 平

方米 

2901758 平方

米 
2018 年 11 月 

深惠颐景园一期一标

项目 
2018 年 04 月 

3598050 平

方米 

3598050 平方

米 
2018 年 11 月 

金龙壹号广场第 2 标

段 
2018 年 04 月 

2488423 平

方米 

2488423 平方

米 
2018 年 12 月 

最近生产周期产能饱和度 卷材：70%；涂料：20% 

未来生产周期产能 卷材：40，000 平方米/天；涂料：50 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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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专利 

名称：一种环保橡胶 沥青组合物及其

制备方法，环保纯橡胶改性沥青耐老化

防水卷材 

专利号：ZL 2016 1 0015001.2 

有效期：2036 年 01 月 07 日 

 

名称：一种符合沥青组合物及其制备方

法 

专利号：ZL 2012 1 0512058.5 

有效期：2032 年 12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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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 

名称：一种防水卷材 

专利号：ZL 2015 2 0493707.0 

有效期：2025 年 07 月 08 日 

 

名称：一种 CPE 防水卷材及其建筑几

面防水结构 

专利号：L 2016 2 0847845.9 

有效期：2026 年 08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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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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委 2018-04-1114 

申请主体：中油佳汇防水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国家高分子工程材料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

东） 

检测依据：GB 18242-2008《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测试结果：符合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8 年 05 月 30 日 

 

报告编号：建委 2017-05-0854 

申请主体：中油佳汇防水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国家高分子工程材料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

东） 

检测依据：GB/T 19250-2013《聚氨酯防水涂料》 

测试结果：符合 

证书状态：有效 

签发日期：2017 年 06 月 20 日 

 

测试报告情况总结： 
该企业共有防水卷材测试报告：45 份，防水涂料测试报告：

1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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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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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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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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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小时 

工程服务主要人员 客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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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建立工程服务体系，现场提供相关作业程序规范，未制定工程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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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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油佳汇防水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

公司 

分公司/子公司地址 长宁县下长镇民权村九组 

分公司/子公司销售占比 无（主要负责生产及发货） 

是否有国内代理 /分

销商/分公司/办事处 

代理商所在省份 

北京，深圳，重庆，四川，湖南，山西，陕西，

山东，湖北，江苏，广东，广西，河南，贵州，

福建，海南，云南，辽宁 

代理商地址 

北京市五里桥二街像素北区 7 号楼；深圳市宝安

区新安街道广深路新安段 55 号，重庆市渝中区

大坪正街龙湖时代天街 B 馆等（详见附件） 

分销商所在省份 无 

分销商地址 无 

分公司所在省份 广东，四川 

分公司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高富二路 281 号； 

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下长镇民权村九组 

办事处所在省份 

北京，深圳，重庆，四川，湖南，山西，陕西，

山东，湖北，江苏，广东，广西，河南，贵州，

福建，海南，云南，辽宁 

办事处地址 

北京市五里桥二街像素北区 7 号楼；深圳市宝安

区新安街道广深路新安段 55 号，重庆市渝中区

大坪正街龙湖时代天街 B 馆等（详见附件）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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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销售区域三 广西 

销售区域四 湖北 

销售区域五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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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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合作项目：战略合作 

合同开始时间：2016 年 04 月 20 日至

2018 年 04 月 20 日 

合作产品名称：防水卷材，防水涂料 

销售额：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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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名称：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合作项目：战略合作 

合同开始时间：2016 年 09 月至 2018

年 09 月 

合作产品名称：防水卷材，防水涂料 

销售额：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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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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合作项目：北京新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

14 标 

合同开始时间：2917 年 12 月 30 日 

合作产品名称：防水卷材 

销售额：RMB 405,000 

 

合作方名称：中国航空港建设第三工程

总队 

合作项目：北京新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

FXQ-CD-007 标段 

合同开始时间：2017 年 03 月 06 日 

合作产品名称：防水卷材 

销售额：1，808，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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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名称：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海

口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指挥部 

合作项目：海口市地下综合管廊 

合同开始时间：2017 年 

合作产品名称：防水涂料 

销售额：RMB 3，90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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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 

颁发机构：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

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

方税务局 

颁发时间：2016 年 11 月 21 日 

 

奖项名称：中国建筑防水行业知名品牌 

颁发机构：中国建筑防水协会 

颁发时间：2015 年 0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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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名称：中国绿色建材最具推动力企业 

颁发机构：中国地产风云榜组委会 

颁发时间：2018 年 01 月 

 

奖项名称：优秀生产企业 

颁发机构：湖北省建筑防水协会 

颁发时间：2018 年 04 月 

 

奖项名称：优秀供应商 

颁发机构：广东省地产商会 

颁发时间：2016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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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名称：竞争力十强（防水材料） 

颁发机构：云采购，明源地产研究所 

颁发时间：2017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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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 

本科及以上占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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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国标,转化成企业内部作业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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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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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C16Q30467R0M 
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

心 
2019 年 08 月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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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沥青延度测试仪 SYD-4508C 1 
用途：测试沥青延伸度 

特性：精度 1mm 

 

全自动低温柔度测试仪 DR-5 2 
用途：测试低温柔性 

特性：精度 0.1 度 

 

针入度测定仪 SYD-2801E1 1 
用途：测试沥青针入度 

特性：精度 0.1mm 

 

粘度计 WYS-016 2 
用途：测试沥青粘度 

特性：精度 1 度 

 

软化点测定仪 SYD-2086E 1 
用途：测试软化点 

特性：精度 0.1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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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eeppoorrtt  NNoo..::  QQIIPP--MMYYYY--2200118800660066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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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of 38 

凝点测定仪器 SYD-510 1 
用途：测试油品凝度 

特性：精度 1 度 

 

自动拉力试验机 TY8000A 1 
用途：测试拉力延伸性能 

特性：精度 0.1N 

 

持粘性测定仪 CZX-1 1 
用途：测试卷材持粘性 

特性：精度 1 秒 

 

石油密度测定仪 SYD-1884 1 
用途：测试沥青和油密度 

特性：精度 0.1g 

 

不透水测定仪 DTS-A 1 
用途：测试卷材不透水性 

特性：精度 1 分钟 

 

电热鼓风干燥箱 101-3AB 1 
用途：测试卷材耐热性 

特性：70 度*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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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供应链管理 

产品系列组件名称 

（产品组成部分） 
防水卷材：沥青，改进剂，填充料，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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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中石油燃料有限责任公

司华南销售分公司 

改进剂 SBS7301H 山东 山东玉皇贸易有限公司 

填充料 
200 目 江西 万载县康润矿业有限公

司 

胎底 
220G 湖北 湖北优布非织造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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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石油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华南销售分公司 
国企 8 年 保密 

山东玉皇贸易有限公司 民营 1 年 25，000，000 

万载县康润矿业有限公司 民营 8 年 5，000，000 

湖北优布非织造布有限公

司 
民营 2 年 2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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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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5 月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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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机，旋风除尘塔，喷淋塔，

过滤塔，等离子，水泵，生物

塔，控制系统 

15 

15KW，D1000mm*H5000mm, 

L1400mm*W1200mm*H1200

m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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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废弃物处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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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相关认证 

认证证书信息 证书原件 

证书类型：ISO14001:2015 

证书编号：SAC16E20220R0M 

发证机构：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 

证书有效期：2019 年 08 月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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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中航会计师事务所） 

2015 年度 RMB 346,084,639.86 

 

2016 年度 RMB 365,423,450.00 

 

2017 年度 RMB 369,050,403.43 

 

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总计 RMB 1,080,558,4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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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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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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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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近三年业绩 

（按照产品系列）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产品系列 1：防水卷材 321，858，715.07 336，189，574.0 235，823，207.76 

产品系列 2：防水涂料 24，225，924.79 29，233，876.0 26，202，578.64 

产品业绩示意图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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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货即开/工程进度

结算 
10%-16% 

销售渠道结构 

渠道名 销售额 销售占比 

工程渠道 262，025，786.40 71% 

经销渠道 84，881，592.19 23% 

外贸渠道 22，143，024.8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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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水卷材 235，823，207.76 90% 

防水涂料 26，202，57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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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台 

  

办公室 展示厅 

  

产品样板 产品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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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分公司正门 办公楼 

  

多功能厅 车间 

  

车间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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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 储料罐 

  

车间 材料仓 

  

成品仓 成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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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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