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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及摘要

公司名称：

中国样本报告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直译：

是

邮政编码：

200001

⽹站

www.sample.com.cn 

⽹站：

ceshi@huaxiadnb.com 

基本信息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然⼈投资或控股）

历史记录：

完整（股东及管理层信息清晰）

成立年份：

2002年

美国标准⼯业代码：

3645 0000

主营业务：

居⺠⽤照明设备

进⼝：

是 

出⼝：

是 

员⼯：

1500（总共） 

1000（本部） 

主要负责⼈：

张 华 (董事⻓) 

概要

货币单位

本报告中之⾦额，除非特别声明，均以⼈⺠币为货币单位



公司地址  

上海市 

黄浦区南京路20A号 

中国

⻛险评估

⻛险预警评分： 2

邓⽩⽒评级： 4A1

先前评级 5AA-

邓⽩⽒付款指数： 87

概要

诉讼记录： 2

主要负责⼈： 3

付款记录： 4

历史变更： 8

媒体报道： 2

注册资本： ⼈⺠币 210,400,000.00

营业收入： 983,275,000 (2020)

有形净值： 291,367,000 (2020)

资产总额： 672,656,000 (2020)

所有者权益： 283,895,000 (2020)

华夏邓⽩⽒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影响的通知
世界卫⽣组织于2020年1⽉30⽇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感染肺炎列为全球紧急事件。为了避免疫情扩散，中

国各级政府机构采取了各项措施，减少⼈员出⾏和流动。随着国内疫情的好转，2020年3⽉末以来，各地相继放宽了限制

措施，⼤量企业陆续结束了停⼯或部分停⼯的状况，有序恢复正常的⽣产经营。 本次调查中，华夏邓⽩⽒⼒求了解该事

件对⽬标主体的潜在业务影响，尤其是员⼯返⼯和企业运⾏⽅⾯的信息。我们从企业调查中获得的信息将⼀并汇总在您收

到的产品中，在下⽅的“近况调查”部分中进⾏说明。

⻛险评估

综合评估

Low Risk (1) High Risk (4)

1 该调查对象的综合评估结果为： 优秀

邓⽩⽒评级

财务实⼒

4A

根据有形净值的⾦额

综合评估

1

优秀

先前评级

财务实⼒

5AA

综合评估

-

邓⽩⽒评级通过对企业的财务实⼒和信⽤状况进⾏评估，进⽽决定其信⽤的可信度。

https://www.google.com/maps/search/%e4%b8%8a%e6%b5%b7%e5%b8%82%3b+%e9%bb%84%e6%b5%a6%e5%8c%ba%e5%8d%97%e4%ba%ac%e8%b7%af20A%e5%8f%b7%3b+%e4%b8%ad%e5%9b%bd%3b


调查对象的邓⽩⽒评级为 4A1 ，表⽰：

根据有形净值的⾦额 ，调查对象的财务实⼒为⼈⺠币 85,000,000 - 449,000,000 。调查对象的综合信⽤评价为 优秀。

⻛险分析

⻛险预警评分

低⻛险（1） ⾼⻛险（10）

2
该公司的⻛险预警评分为 2 

显⽰ 低⻛险 

相关⻛险

低⻛险

⻛险预警评分

2
（最⾼⻛险：10；最低⻛险：1）

公司名称：

中国样本报告有限公司

⻛险预警评分分析

该公司⻛险预警评分主要受以下⻛险因素影响：

综合评估各项⻛险因素，该公司的⻛险预警评分为 2 表⽰公司处于低⻛险

⻛险预警评分⽤于预测企业的处于不稳定或不可靠的⻛险状况的可能性（如财务状况不佳、⽆法及时付款、产品滞销、⽆法

正常运营等），指数为1-10分，1分最低⻛险，10分最⾼⻛险。调查对象⻛险预警评分为 2 表⽰其处于 低⻛险 

该公司注册资⾦为 ⼈⺠币210,400,000，注册资⾦规模较⼤，显⽰较低⻛险⽔平； 

该公司已经成立了18年，经营时间较⻓，显⽰较低⻛险⽔平； 

近12⽉的付款信息显⽰，该公司逾期⾦额比率较低，⻛险⽔平较低； 

该公司/⾏业付款指数表明公司/⾏业付款表现及时，显⽰较低⻛险⽔平。 

所属⾏业标准

所属⾏业标准⼯业代码 3645

所属⾏业 住宅电⼒照明设备

同业平均⻛险预警评分参照（四等
分数）

5 - 同业较低⻛险预警评分（25百分位值） 
7 - 同业中等⻛险预警评分（中位值） 
8 - 同业较⾼⻛险预警评分（75百分位值） 

公司⻛险 对比 同业⻛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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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预警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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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样本报告有限公司 ⾏业

华夏邓⽩⽒中国数据库中该⾏业的⻛险预警评分分布

注：如需进⼀步了解华夏邓⽩⽒中国⻛险预警评分的原理和主要因素，请参⻅报告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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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综合评估矩阵

付款指数 低⻛险区
（EMMA 1 - 3） 

⻛险区段

中等⻛险区
（EMMA 4 - 7） 

⾼⻛险区
（EMMA 8 - 10） 



*评估分类按⻛险从低到⾼的顺序列出。

付款指数 >=80 AA 
（该公司位于此群体）

BA CA

80 >付款指数 >=60 AB BB CB

付款指数 <60 AC BC CC

群体分组 评估分类 说明 信⽤政策

优质企业群体 AA -> AB 运营稳健，付款及时，⻛险很
低

⾃动审核通过，授予较优惠的
信⽤政策

中等⻛险群体 BA -> BB -> AC 付款略有拖延或者运营处于中
等⻛险

通过⼈⼯复核，授予相应合适
的信⽤政策

⻛险较⾼群体 CA -> BC -> CB 出现付款严重拖⽋现象或者运
营显⽰较⾼⻛险

⼈⼯进⼀步审核，并授予较严
格的信⽤政策

监控对象群体 CC ⽆法及时付款并存在⾼运营⻛
险或倒闭⻛险的企业

停⽌信⽤交易，授予现⾦结算

在⻛险综合评估矩阵中，该公司评估等级为 'AA'，属于优质企业群体：

该公司的⻛险评级显⽰该公司处于低⻛险区，企业⻛险相对于中国企业整体⽔平来说相对较低；

付款指数显⽰该公司/⾏业付款及时，信誉好，⼏乎不存在拖延现象； 

该公司运营稳健，经营状况良好，付款及时，企业⻛险低，属于优质企业群体；由于该公司各⽅⾯表现优秀，信誉良好，该

公司/⾏业付款⾏为⽅⾯⼏乎⽆延付⾏为,建议对该公司授予较为宽松的信⽤政策。 

近况调查

2020年12⽉01⽇， 财务负责⼈ 王华先⽣ (电话：1356786****) 确认 完整财务报表，并确认本报告中的营运及历史资料。其他

信息来⾃第三⽅和上次调查

华夏邓⽩⽒通过致电相关公司、浏览企业的公共⽹站及获取中国政府向公众公开数据的⽅式收集并核实商业信息。

付款信息

付款指数是邓⽩⽒独有的表⽰⼀家公司对其供应商的付款表现的量化指标，它根据付款交流计划获得的有效付款记录进⾏加权计

算⽽获得。 付款指数由0-100，分数越⾼代表付款表现越好，分数越低表⽰拖⽋情况越严重。有关付款指数的解读可在本报告附

录中获得。

该公司付款指数

低⻛险（100） ⾼⻛险（1）

87
通过⾦额加权，过去24个⽉的付款记录显⽰账款平均 现

⾦折扣提前14天付款 ⽀付给供应商。 

该公司的付款指数 ⾼于 ⾏业参照付款指数。 

逾期付款⻛险

低⻛险

邓⽩⽒付款指数

87

付款习惯

现⾦折扣提前14天付款

该⾏业付款指数



低⻛险（100） ⾼⻛险（1）

50
经过⾦额加权，近24个⽉的付款记录显⽰账款平均 逾期

30天 ⽀付给供应商。 

⾏业类别：住宅电⼒照明设备 

75百分位值/25百分位值：

72/40

⾏业付款指数中位数：

50

⾏业样本数：

71 家

付款记录概要

注：以上付款记录概要根据24个⽉内的付款信息详情分析获得。

付款信息明细

（以下所列⾦额在设定范围内，其尾数可能删除或进位）

（最多显⽰100条）

注意：以上付款记录是针对其供应商所给的付款条件来显⽰该公司付款的情况。例如“延迟30天”表⽰“超过交易条件所规定的付

款⽇期之后30天才付款”。在某些实例中，逾期付款可能是因商品品质问题或遗失发票等原因所造成的。

⽋款⾦额范围
⼈⺠币

记录条数 ⽋款⾦额合计
⼈⺠币

账期内 1-30 
天

31-60 
天

61-90 
天

延迟90天以
上
天

>10,000,000 0 0 0% 0% 0% 0% 0%

1,000,000 -
9,999,999

0 0 0% 0% 0% 0% 0%

500,000 -
999,999

0 0 0% 0% 0% 0% 0%

100,000 -
499,999

0 0 0% 0% 0% 0% 0%

50,000 -
99,999

0 0 0% 0% 0% 0% 0%

<50,000 4 0 100% 0% 0% 0% 0%

TOTAL 4 0 100% 0% 0% 0% 0%

⽇期 付款状况 信⽤额度 ⽬前⽋款 过期账款 交易条件 最近交易

2019年12⽉31
⽇

准时 500,000 0 0 现⾦ 0 - 

2019年12⽉31
⽇

准时 200,000 0 0 部分预付 0 - 

2019年12⽉31
⽇

准时 20,000 0 0 现⾦ 0 - 

2019年12⽉31
⽇

准时 2,000,000 0 0 记帐 30 - 

公共记录



诉讼记录

截⾄2020年12⽉01⽇，华夏邓⽩⽒中国通过查询中国法院⽹、被调查公司所在地法院⽹、国内主要相关法院⽹站及我公司内部

收集的中国法院诉讼数据库，查询到5年内被调查公司以下诉讼记录。

备注：以上均为⽬前可以公开查询到中国企业诉讼记录的信息渠道，但由于中国⼤陆地区⽬前并没有⼀个统⼀涵盖所有企业诉讼

信息的数据库供查询，部分涉及被调查公司的案件可能被遗漏。

开庭⽇期 2017年09⽉19⽇

法庭 开庭公告

原告 赵成武

案件类型 合同纠纷

案件内容 ⼴东省佛⼭市顺德区⼈⺠法院-（2017）粤0606⺠初11502号。

审理⽇期 2016年03⽉16⽇

法庭 地⽅法院判决

原告 未获得

案件内容 连云港市连云区⼈⺠法院-(2016)苏0703执625号

执⾏标的： RMB 1,788,517.00元 

媒体记录

新闻剪辑

信息来源 Morning News[今⽇晨报]

⽇期 2020年04⽉22⽇

浙江政务服务⽹-杭州恒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在参加由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组织的‘绍兴市立医院医疗设备供货项⽬（检验科

⼆）’(标段编号2017-08-N001049-3）采购过程中，按要求提交的投标文件中提供了医疗器械注册证和注册登记表及其他材料。

根据公安部⻔移交材料提供的线索，经本机关查询发证机关官⽅⽹站，提交的投标文件医疗器械注册证: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4第2402832号，查询⽆此注册号信息。上述存在的问题属于《中华⼈⺠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七条第⼀款第（⼀）项

规定的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违法情形。⾏政处罚决定书文号：绍市财执法〔2019〕12号 （⾏政处罚）

信息来源 ⽹上信息

⽇期 2019年10⽉22⽇

中国样本报告有限公司未申报增值税。（未申报）

公司历史

注册信息



注册⽇期 2002年02⽉10⽇

注册机关 上海市 ⼯商⾏政管理局

统⼀社会信⽤代码证号 9112011661772XXXXW

经营期限 2032年02⽉09⽇

企业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企业经营状态 在营（开业）

注册资本 ⼈⺠币 210,400,000

实收资本 ⼈⺠币 210,400,000

成立年份 2002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然⼈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乌⽜⼯业区永嘉路10号 

法⼈代表 万智远

营业范围 照明电器,灯具及配件(除电光源),电器天线,塑料制品(除医⽤塑料制品)制造,机械零部件
加⼯.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和禁⽌进出⼝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

股东信息

股权信息

以上注册信息来⾃于⼯商注册渠道，查询时间为 2020年11⽉30⽇ .

注：

动产抵押信息

债务⼈履⾏债务起始时间 2018年01⽉01⽇

债务⼈履⾏债务截⾄时间 2019年12⽉31⽇

动产抵押登记编号 沪 L1-0-2017-002

动产抵押登记机关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被担保债权数额 2091.76万⼈⺠币元

动产抵押种类 借贷合同

担保范围 主债权,违约⾦,实现抵押权的费⽤,利息,损害赔偿⾦,合同中的其他约定

抵押物名称 ⽣产设备

抵押物登记状态 有效

名称 地区/国家 持股比率 投资⽅式 资本到位率

中国样本报告⺟公司 中国 60% 货币 资本全额到位

中国样本报告参股股东
有限公司1

中国 25% 货币 资本全额到位

中国样本报告参股股东
有限公司2

中国 15% 货币 资本全额到位

合计 100%

⽬标公司于 2020年04⽉05⽇，发布了 2019 年年度报告。

根据⽬标公司于 2020年04⽉05⽇ 公⽰的年报信息，⽬标公司注册资本已全额到位。



历史变更

公司名称变更

从： 嘉定样本电器有限公司

变更⾄： 中国样本报告有限公司 （现名称） 

变更⽇期： 具体变更时间不详

地址变更

从： 上海市嘉定区⽩沙镇⽩浪路12号 

变更⾄： 上海市, 黄浦区南京路20A号（现地址） 

变更⽇期： 变更⽇期 2003年11⽉11⽇

注册地址变更

从： ⻓沙市雨花区韶⼭北路488号东⼀国际⼤厦819房 

变更⾄： 上海市嘉定区乌⽜⼯业区永嘉路10号（现注册地址） 

变更⽇期： 变更⽇期 2016年02⽉22⽇

股东变更

从： 江⻔市灯具电器设备发展公司(60%)，中国样本报告股东 公司(40%) 

变更⾄： 江⻔市灯具电器设备发展公司(40%)，中国样本报告股东 公司(60%) 

变更⽇期： 具体变更时间不详

变更⾄： 中国样本报告⺟公司(60%), 中国样本报告参股股东有限公司1(25%), 中国样本报告参股
股东有限公司2(15%)（现股东） 

变更⽇期： 变更⽇期 2008年05⽉ 

注册资本变更

从： ⼈⺠币 800,000 

变更⾄： ⼈⺠币 2,000,000 

变更⽇期： 变更⽇期 1998年07⽉23⽇

变更⾄： ⼈⺠币 210,400,000（现注册资本） 

变更⽇期： 变更⽇期 2008年05⽉08⽇

法⼈代表变更

从： 曾松

变更⾄： 万智远（现法⼈代表）

变更⽇期： 变更⽇期 2007年07⽉18⽇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期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

2017年12⽉20⽇ ⽬标主体由于未在规定的期限公⽰企业年度报告的，现被当地
⼯商⾏政管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期 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原因

2018年05⽉20⽇ ⽬标主体由于在规定的期限补报了企业年度报告，现被当地⼯
商⾏政管理局移出经营异常名录。



注册号变更

从： 12357 

变更⾄： 310722100001676 

变更⽇期： 具体变更时间不详

历史三证合⼀信息变更

从 注册号 :310722100001676 
税务登记证号 :未获得 

变更⾄ 统⼀社会信⽤代码证号 :9112011661772XXXXW

公司结构

股东信息

⺟公司

公司名称： 中国样本报告⺟公司

地址： 中国

⺟公司持有股份： 60%

该企业的参股股东

公司名称： 中国样本报告参股股东有限公司1

地址： 中国

⺟公司持有股份： 25%

公司名称： 中国样本报告参股股东有限公司2

地址： 中国

⺟公司持有股份： 15%

下属企业

⼦公司（该公司持股50%以上）

公司名称： 中国样本报告第⼀⼦公司

注册资本： 该公司拥有 100% 的股份 

公司名称： 中国样本报告第⼆⼦公司

注册资本： 该公司拥有 100% 的股份 

公司名称： 中国样本报告第三⼦公司



注册资本： 该公司拥有 100% 的股份 

公司名称： 中国样本报告第四⼦公司

注册资本： 该公司拥有 100% 的股份 

公司名称： 中国样本报告第五⼦公司

注册资本： 该公司拥有 100% 的股份 

公司名称： 中国样本报告第六⼦公司

注册资本： 该公司拥有 100% 的股份 

公司名称： 中国样本报告第七⼦公司

注册资本： 该公司拥有 100% 的股份 

公司名称： 中国样本报告第八⼦公司

注册资本： 该公司拥有 100% 的股份 

公司名称： 中国样本报告第九⼦公司

注册资本： 该公司拥有 100% 的股份 

公司名称： 中国样本报告第⼗⼦公司

注册资本： 该公司拥有 100% 的股份 

此部分最多显⽰10条对外投资/任职的内容。如果您需要查看完整记录，或了解以上企业的详细信息，请咨询华夏邓⽩⽒客服⼈

员。

主要负责⼈

主要负责⼈

万 智远-法⼈代表

Zhiyuan Wan

张 华-董事⻓

Hua Zhang

加入该企业时间 2009

是否参与⽇常营运 是

主要负责 全⾯管理

相关⼯作年限 5年以上

相关职位

职位 公司 邓⽩⽒编码® 经营状态



此部分最多显⽰10条对外投资/任职的内容。如果您需要查看完整记录，或了解以上企业的详细信息，请咨询华夏邓⽩⽒

客服⼈员。

⼯作经历

王 五-执⾏董事

Wu Wang

相关职位

如需了解以上企业详细信息，可订购华夏邓⽩⽒调查报告。

执⾏董事 有限公司1 吊销

执⾏董事兼总经理 有限公司2 

董事会成员 有限公司3 注销

总经理 有限公司4 

执⾏董事 有限公司5 

执⾏董事 有限公司6 

执⾏董事 有限公司7 

执⾏董事 有限公司8 

执⾏董事 有限公司9 

执⾏董事 有限公司10 

时间 公司 最后担任的职位

2011年-2012年 有限公司1 

2013年-2014年 有限公司2 

职位 公司 邓⽩⽒编码® 经营状态

董事⻓ 有限公司1 

董事⻓ 有限公司2 

营运状况

业务范围

调查对象是⼀家制造型企业。

主要从事光源以及灯具配件的⽣产和销售

标准⼯业代码 3645 0000 居⺠⽤照明设备

标准⼯业代码 3641 0000 电灯



标准⼯业代码 5063 0400 照明设备

调查对象的业务有季节性。

业务旺季是 07 ⽉~ 11 ⽉。

业务旺季是 03 ⽉~ 04 ⽉。

调查对象提供OEM服务。

调查对象提供ODM服务。

品牌

拥有品牌 健特

主要认证

认证名称 ISO9001

认证⽇期 2017年04⽉01⽇

过期时间 2020年03⽉31⽇

调查对象是有⾃营进出⼝权。

专利

专利是指⼀项发明创造向国家审批机关提出专利申请，经依法审查合格后向专利申请⼈授予的在规定的时间内对该项发明创造享

有的专有权。专利种类包括发明专利、实⽤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

产品服务

调查对象有 32 套⽣产设备，产⾃ 中国。

调查对象有 2 套⽣产线，产⾃ 印尼。

年产量

申请（专利）号 申请⽇ 申请公布⽇ 专利有效期 发明名称

201210422256.2 2012年10⽉29⽇ 2013年02⽉06⽇ ⾃动感应装置

产品名称 ⽣产能⼒ 百分比

⻧素节能灯 120万个 每年

JDD系列 100万个 每年



年产值

年销量

采购

采购地区

采购条件

采购结算⽅式

主要供应商

销售

产品名称 产量 年

⻧素节能灯 100万个 2019

产品名称 产值 年

⻧素节能灯 RMB 50,000,000 2019

产品名称 销售量 年

⻧素节能灯 90万个 2019

采购地区 百分比 主要地区/国家

国内 80.00%

海外 20.00% 中美洲 (50%) 
德国 (10%) 
印尼 (40%) 

条件 百分比

赊销 30-90 天 -

部分预付款 - -

信⽤证 - -

同意书/合约基础 - -

结算⽅式 百分比

⽀票

电汇

信⽤证

采购地区 名称 邓⽩⽒编码®

国内 南京灯泡⼚ 65-411-9700

国内 南京万祥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54-524-7560

海外 德国耀华电⼦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地区

销售条件

销售结算⽅式

客户类型

客户总数 100

主要客户

中国海关进出⼝数据

海关评级： ⼀般认证企业

据2018年3⽉3⽇中华⼈⺠共和国海关总署关于《中华⼈⺠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管理办法》实施相关事项公告，⾃2018年5⽉1⽇

起， 海关根据企业信⽤状况将企业认定为认证企业、⼀般信⽤企业和失信企业。认证企业分为⾼级认证企业和⼀般认证企业。

雇员信息

采购地区 百分比 主要地区/国家

国内 80%

海外 20% ⽇本 (80%) 
韩国 (20%) 

条件 百分比

赊销 30-90 天 70%

预⽀ - 30%

结算⽅式 百分比

电汇

汇票

类型 百分比

制造商

批发商

零售商

采购地区 名称 邓⽩⽒编码®

海外 上海杰⻜⼯程设计有限公司

海外 ⽇本拉斯派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员⼯总数

以上⼈员为约数。

报告中员⼯规模来⾃公⽰信息，仅供参考。

主要职能部⻔

营业地点

主要营业地点

地点描述 ⼯业区

占地⾯积 3,000 平⽅米

建筑⾯积 3,000 平⽅米

⽤途 办公室及⼯⼚

结构 ⽊结构

产权状况 租赁

其它营业地点

类型 注册地址

公司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乌⽜⼯业区永嘉路10号 

类型 ⼈数

员⼯总数 1,500

本部员⼯⼈数 1,000

办公室职员 22

销售⼈员 33

管理⼈员 100

技术⼈员 140

部⻔

⾏政部

业务部

财务部

销售部

⽣产部

采购部

质检部

⼈事部

外贸部



类型 ⼯⼚

公司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乌⽜⼯业区2号 

类型 分公司

邓⽩⽒编码® 65-450-2665

名称 中国样本报告有限公司⼴州分公司

公司地址： ⼴州市越秀区塘岭路123号 

电话： 020-58791635

⾏业概述

⾏业概述

⽇期 2020年6⽉15⽇

信息来源 统计信息

详细情况 2019年1-12⽉，电⼯仪器仪表产量累计28,753.3万台，累计增⻓30.0%。12⽉当期⽣产
电⼯仪器仪表3,137.9万台，同比增⻓32.6%。 
2019年我国电器⼯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12万亿元；利润总额为2609.95亿元。⾏业主
营业务和利润总额增速在⼀季度经⼀个巨变，利润增幅从年初的历史冰点急速拉升到全
年⾼位，⽽后⼜开始下滑。但进入⼆季度以来，主营业务收入增幅进入平稳增⻓期，保
证了⾏业全年的平稳增⻓。特别是利润总额的增幅在下半年持续超过主营业务增幅，表
明⾏业转型效果开始显现。

⽇期 2019年6⽉20⽇

信息来源 统计信息

详细情况 2018年1-12⽉，电⼯仪器仪表产量累计22,112.6万台，累计减少2.6%。12⽉当期⽣产
电⼯仪器仪表2,366.2万台，同比增⻓2.6%。 
2018年,我国电⼯⾏业主营业务收入为49519.87亿元,同比增⻓6.4%;利润总额2836.82亿
元,同比增⻓5.5%。从各项经济指标来看总体比较平稳。预计2019年增速将回落,整个电
⼯⾏业产销将可实现4%~5%的增⻓;利润同比增⻓3%~5%。 

财务信息

财务信息

请注意，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任何财务信息（例如财务报表）经公司同意获取或从证券交易所获取。如本报告未提供任何 财务信

息，则源于公司不允许披露该等信息。根据由国务院公布并⾃2014年10⽉1⽇起施⾏的《企业信息公⽰暂⾏条 例》的规定，公

司⽆需再向⼯商⾏政管理局（“⼯商局”）报送财务报表；公司将仅向⼯商局报送部分财务数据，并且 该等数据将仅在公司⾃愿披

露的情况下⽅可出现在报告中。上述各项新规定适⽤于所有2013年度及此后的公司财务信 息。由此，2013年度及此后的财务报

表将不会再出现在任何报告中，除非公司⾃愿提供该等报表并同意披露，或该等报表由证券交易所公⽰。

2020 年 财务报表 来⾃于公司 受访者年报/期间报告。

重要财务数据



资产负债表

2020年06⽉30⽇ 
⼈⺠币 千元 

变化 % 2019年12⽉31⽇ 
⼈⺠币 千元 

变化 % 2018年12⽉31⽇ 
⼈⺠币 千元 

流动资产 434,244 -98.54% 29,778,317 2,499.34% 1,145,609

流动负债 359,526 -97.04% 12,153,134 1,953.58% 591,801

营运资本 74,718 -99.58% 17,625,183 3,082.54% 553,808

有形净值 291,367 -98.00% 14,571,124 1,163.12% 1,153,582

固定资产 184,086 -63.23% 500,586 -16.35% 598,406

总资产 672,656 -97.80% 30,557,007 1,620.98% 1,775,554

总负债 359,526 -97.74% 15,922,685 2,568.01% 596,801

股东权益 283,895 -98.03% 14,441,434 1,153.19% 1,152,374

营业收入 983,275 -81.16% 5,220,051 289.69% 1,339,552

净利润 53,984 -98.96% 5,189,475 5,333.78% 95,504

2020年01⽉01⽇ 
⼈⺠币 千元 
年度
(合并) 

2019年12⽉31⽇ 
⼈⺠币 千元 
年度
(合并) 

2018年12⽉31⽇ 
⼈⺠币 千元 
年度
(合并) 

现⾦及银⾏存款 85,056 5,173,726 497,074

应收账款 53,558 - 87,653

应收票据 14,772 - 46,297

其他应收款 519 - 1,405 

应收账款及票据 - 1,469,797 - 

待摊费⽤ 788 - -

存货 172,580 8,885,413 380,369 

预付账款 106,971 2,241,652 132,811

其他流动资产 - 12,007,729 - 

流动资产合计 434,244 29,778,317 1,145,609

在建⼯程 46,661 - 339,951 

其他固定资产 134,460 - - 

投资性房产 2,965 137,628 - 

固定资产净值 - 362,958 - 

固定资产原值 - - 258,455 

固定资产合计 184,086 500,586 598,406

⽆形资产 21,763 63,198 25,171 

⽆形资产合计 21,763 63,198 25,171

⻓期股权投资 3,530 - 3,590 

可供出售⾦融资产 - 96,373 - 

延递所得税资产 1,502 27,645 - 

其他资产 27,531 90,888 - 



利润表

⻓期待摊费⽤ - - 2,778 

总投资及其他资产 32,563 214,906 6,368

总资产 672,656 30,557,007 1,775,554

短期借款 108,600 366,000 190,000 

⼀年内到期借款 - 1,621,952 - 

应付账款 47,364 - 161,065 

应付票据 153,000 - 97,500 

其他应付款项 88 - 2,432 

交易性⾦融负债 - - - 

预收账款 9,490 2,588,148 103,907

应付税费 6,161 470,230 27,666 

应付职⼯薪酬/⼯资 6,504 22,330 9,231 

应付福利 26,048 - - 

其他应交款 520 - - 

应付费⽤ 1,751 - - 

其他流动负债 - 7,084,474 - 

流动负债合计 359,526 12,153,134 591,801

其他非流动负债 - 5,000 5,000 

应付票券 - 399,051 - 

⻓期负债 - 3,365,500 - 

非流动负债合计 - 3,769,551 5,000

总负债 359,526 15,922,685 596,801

股本 157,800 2,000,000 210,400 

资本公积 27,732 10,373,938 693,990 

盈余公积 6,412 154,026 24,260 

未分配利润 91,951 1,913,470 223,72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3,895 14,441,434 1,152,374

少数股东权益 29,235 192,888 26,379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672,656 30,557,007 1,775,554

2020年01⽉01⽇ 
⼈⺠币 千元 
年度
(合并) 

2019年12⽉31⽇ 
⼈⺠币 千元 
年度
(合并) 

2018年12⽉31⽇ 
⼈⺠币 千元 
年度
(合并) 

营业收入 983,275 5,220,051 1,339,552

- 销售成本 856,983 5,281,554 - 

- 营业税⾦ 3,115 36,864 2,470 

- 销售费⽤ - 413 1,121,613 

⽑利润/亏损 123,177 -98,780 215,469



重要财务比率

财务说明

该公司整体财务状况不佳。

往来银⾏

调查对象的主要往来银⾏为：

中国农业银⾏, 嘉定分⾏

+ 公允值变动收益 -183 - - 

+ 投资收益 172 114,346 - 

- 资产减值损失 - - 39 

- 营业费⽤ 27,601 - 52,077 

- 管理费⽤ 16,503 101,314 31,987 

- 财务费⽤ 6,869 259,951 1,353 

- 资产减值损失 1,643 9,171 1,944 

- 其他费⽤ - -5,587,347 - 

营业利润/亏损 70,550 5,232,477 128,147

+ 营业外收入 187 14,351 749 

- 营业外⽀出 164 2,225 112

税前利润/亏损 70,573 5,244,603 128,784

- 所得税 17,774 53,943 32,672 

税后利润/亏损 52,799 5,190,660 96,112

少数股东权益 -1,185 1,185 608

净利润/亏损 53,984 5,189,475 95,504

比率 2020 2019 2018 

流动比率 1.20 2.45 1.93

速动比率 0.72 1.71 1.29

负债权益比率 1.26 1.10 0.51

资产负债率 0.53 0.52 0.33

应收账款回收周期（天） 9.80 23.56

付款周期（天） 9.95 0.00 51.70

存货周转期 （天） 36.25 605.65 122.09

资产周转率 1.46 0.17 0.75

⽑利润率 % 12.52 -1.89 16.08

净利润率 % 5.49 99.41 7.13

股东权益收益率 % 19.01 35.93 8.28

资产收益率 % 7.84 16.98 5.41



附录

附录

邓⽩⽒⻛险预警评分（D&B EMMA Score）是邓⽩⽒公司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开发的⻛险评估体系。邓⽩⽒⻛险预警评分 通过对

⼤量数据的规律性研究，建立起科学的统计分析模型。⻛险预警评分⽤于预测企业的处于不稳定或不可靠的⻛险状况的可能性

（如财务状况不佳、⽆法及时付款、产品滞销、⽆法正常运营等），也适⽤于对⼀家企业的⻛险状况进⾏迅速判断，结合其它信

息，该评分能辅助优化⻛险决策。

⻛险预警评分数由1⾄10数字标识，1代表较低的企业⻛险，⽽10代表较⾼的企业⻛险。

中国⻛险预警评分于2009年5⽉⾸次推出，是通过近百万条企业数据样本进⾏分析的结果。当使⽤该评分对某⼀公司进⾏决策

时，华夏邓⽩⽒中国建议您将⻛险预警评分数结合客户群体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建立起适⽤于贵公司的⻛险评分标准。对于⻛

险预警评分⾼⻛险评分的公司，它并不表⽰与该公司进⾏交易⼀定会遭受⻛险。

考虑到中国商业环境的特殊性，为了使中国⻛险预警评分更适当地分析和反映中国企业⻛险因素，华夏邓⽩⽒中国在2012年上

半年对中国预警评分进⾏了优化调整。将付款指数作为重要的⻛险评估维度融入评估模型，⼒图更深入地反映企业⻛险的内在因

素。优化后的⻛险预警评分使得评分结果更科学有效地反映当前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的⻛险特征，更客观深入地反映了中国企业的

⻛险⽔平。

中国⻛险预警评分在邓⽩⽒全球模型开发⽅法论的框架下开展例⾏校验，以保证及时精确地捕捉到宏观经济变局及特定事件所触

发的中国商业环境变化要素。

⻛险预警评分注解

决定⻛险预警评分的主要因素包括：

商业信息

地区状况

公共记录

付款信息

⻛险预警评分的应⽤

⻛险区段 ⻛险预警评分 数据库中的企业比率 出现⾼⻛险企业的可能
性

⻛险预警评分含义

低⻛险区段 1-3 28.9% 5.7% 低⻛险区间

中等⻛险区段 4-7 56.7% 9.1% 平均⻛险区间

⾼⻛险区段 8-10 14.4% 36.4% ⾼⻛险区间

企业类型

所属⾏业

员⼯⼈数

销售区域

注册资本

成立年份

历史记录

产权状况

地区及省份

负⾯信息记录数

逾期付款⾦额比率

公司/⾏业PAYDEX指数



⻛险综合评估矩阵的数据库样本数据分析

⻛险矩阵样本分布

出现⾼⻛险企业的可能性

*评估分类按⻛险从低到⾼的顺序列出。

⻛险综合评估矩阵是结合⻛险预警评分和付款指数对⽬标企业进⾏深入解读的⼯具。通过⻛险预警评分，可以评估企业⻛险的⾼

低；同时，通过付款指数，我们可以结合企业的付款⾏为进⼀步深入解析企业⻛险，认清⽬标企业⻛险产⽣的内在因素。综上所

述，该评估矩阵可以为⻛险预警评分近似的企业做出进⼀步的深度分析。

委托客户在使⽤⻛险预警评分和⻛险综合评估矩阵时，建议结合其它信息：如企业内部评估政策、邓⽩⽒中国提供的商业信息、

与⽬标企业直接接触的⼈员的反馈等，从⽽可以⽅便地进⾏⻛险决策。

邓⽩⽒评级

邓⽩⽒评级注释表

低⻛险评分 - 根据对评分的验证分析，对申请⼈只需稍作审查，甚⾄免去审查，即可迅速决定该申请。

中度⻛险评分 - 建议对申请⼈进⾏复查，或可结合申请⼈的实际能⼒，以及本企业内部政策和⻛险承受⼒调整对申请⼈的评

估。

⾼⻛险评分 - 对申请⼈进⾏深入的审查之后考虑拒绝申请，或者，可考虑申请⼈的实⼒，以及企业内部政策和⻛险承受⼒的

基础上，要求适当预付或其他⻛险控制⼿段。

付款指数 低⻛险区

⻛险区段

中等⻛险区 ⾼⻛险区

PAYDEX>=80 13.6% 12.6% 0.5%

80>PAYDEX>=60 15.2% 28.7% 1.7%

PAYDEX<60 0.1% 15.4% 12.2%

付款指数 低⻛险区

⻛险区段

中等⻛险区 ⾼⻛险区

PAYDEX>=80 5.8% 8.4% 9.1%

80>PAYDEX>=60 5.6% 8.4% 14.5%

PAYDEX<60 5.6% 11.1% 40.4%

群体分组 评估分类 说明 信⽤政策

优质企业群体 AA -> AB 运营稳健，付款及时，⻛险很
低

⾃动审核通过，授予较优惠的
信⽤政策

中等⻛险群体 BA -> BB -> AC 付款略有拖延或者运营处于中
等⻛险

通过⼈⼯复核，授予相应合适
的信⽤政策

⻛险较⾼群体 CA -> BC -> CB 出现付款严重拖⽋现象或者运
营显⽰较⾼⻛险

⼈⼯进⼀步审核，并授予较严
格的信⽤政策

监控对象群体 CC ⽆法及时付款并存在⾼运营⻛
险或倒闭⻛险的企业

停⽌信⽤交易，授予现⾦结算

财务实⼒评级 ；综合信⽤评
价

净资产 注册资本 ⾦额范围 ⼈
⺠币
（CNY）

优秀 良好 ⻛险略⾼ 很差 不确定



付款指数含义

付款指数80分代表邓⽩⽒的付款记录显⽰公司通常及时付款，付款指数80分以上表⽰邓⽩⽒的付款记录显⽰公司较约定的付款

期限提前付款。以下表格列⽰各档付款指数代表的含义。

5A 5AA 450,000,000
以上

1 2 3 4 -

4A 4AA 85,000,000
⾄
449,000,000

1 2 3 4 -

3A 3AA 8,500,000 ⾄
84,999,999

1 2 3 4 -

2A 2AA 6,500,000 ⾄
8,499,999

1 2 3 4 -

1A 1AA 4,500,000 ⾄
6,499,999

1 2 3 4 -

A AA 2,500,000 ⾄
4,499,999

1 2 3 4 -

B BB 1,750,000 ⾄
2,499,999

1 2 3 4 -

C CC 1,000,000 ⾄
1,749,999

1 2 3 4 -

D DD 650,000 ⾄
999,999

1 2 3 4 -

E EE 450,000 ⾄
649,999

1 2 3 4 -

F FF 300,000 ⾄
449,999

1 2 3 4 -

G GG 200,000 ⾄
299,999

1 2 3 4 -

H HH 200,000 以下 1 2 3 4 -

其他评级 含义

N 有形净值为负
值

3 4 -

O 财务实⼒信息
未确认

1 2 3 4 -

NB 成立年份少于
2年

1 2 3 4 -

NQ 已经停⽌营业 4

BR 分⽀机构

INV 调查进⾏中

付款指数（D&B PAYDEX®） 付款习惯

100 提前付款

90 现⾦折扣付款

80 及时

70 逾期15天

60 逾期22天



END OF REPORT

海关评级

据2018年3⽉3⽇中华⼈⺠共和国海关总署关于《中华⼈⺠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管理办法》实施相关事项公告， ⾃2018年5⽉1

⽇起，海关根据企业 信⽤状况将企业认定为认证企业、⼀般信⽤企业和失信企业。认证企业分为⾼级认证企业和⼀般认证企

业。

海关官⽅链接请参阅：海关总署令第237号（《中华⼈⺠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管理办法》）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1471687/index.html

客户服务

客户服务联系信息

⽹站： www.huaxiadnb.com 

电⼦邮箱： enquiry@huaxiadnb.com 

电话： 400-820-3536 (上海) 
400-810-3531 (北京) 
800-830-9032（⼴州） 

Our ref: 202012015009308883 

说明

尽管华夏邓⽩⽒中国尽⼒确保所提供信息的正确性和完整性，但由于所涉及的信息⾯很⼴，部分信息渠道以及直接从被访公司获

得的信息不是华夏邓⽩⽒中国所能控制的和核实的，同时存在疏忽和错误的可能性，华夏邓⽩⽒中国⽆法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及

时性，也不承担由于错误和遗漏产⽣的责任。

版权: © 上海华夏邓⽩⽒商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50 逾期30天

40 逾期60天

30 逾期90天

20 逾期120天

0-19 逾期120天以上

UN ⽆法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