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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评级定义】【RM评级定义】

财务评价财务评价 ※★★★★★★（优）～★（差）。未显示★的项目不作为评价对象。※★★★★★★（优）～★（差）。未显示★的项目不作为评价对象。

定性评价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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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安全性安全性
评价评价 内容内容

所有者权益比率 所有者权益÷资产合计

借款依存度 总借款÷资产合计

借款偿还年数 总借款÷利润总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流动性流动性
评价评价 内容内容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周转期 货币资金÷月销售额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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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性收益性
评价评价 内容内容

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率 净利润÷营业总收入

ROA（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资产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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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成长性成长性・・
事业规模  事业规模  

评价评价 内容内容

营业收入增减率 营业总收入÷前期营业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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営業利润率增减 营业利润率－前期营业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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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资产・・
资本效率   资本效率   

评价评价 内容内容

应收债权周转期 应收债权÷月销售额

存货周转期 存货÷月销售额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总收入÷资产合计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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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定性评价定性评价
评价评价 内容内容

公司历史 公司历史

股东资本实力 股东的资本规模

管理体制 组织的管理体制

行业地位 行业地位、动向

产品竞争力 产品的品质、种类

结算情况 来自供应商、客户的评价

公共信用度 来自公共机构的信息

周边信息 其他第三方信息

法定名称法定名称 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RM评级】【RM评级】

EE

评级评级 定义定义

A 支付能力非常高

B 支付能力高

C 支付能力中等

D 未来的支付能力堪忧

E 支付能力堪忧

F 不适合一般交易

- 无法判断（金融机构等）

RM授信额度RM授信额度 1,000元

贵司期望授信额度贵司期望授信额度 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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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公司简介Ⅰ 公司简介

1.　基本信息1.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经营地址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网址

电子邮箱

成立时间

注册机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文号）

税务登记号

法人代表

注册资本

币种

是否上市

经营期限

企业性质

企业状态

发展趋势

行业属性

进出口权

主要供应商

主要经销商

2.　财务概况2.　财务概况

营业收入总额 404,648千元 所有者权益比率 66.5%

利润总额 -42,832千元 应收债权周转期 31.1个月

净利润 -30,921千元 ROA（资产收益率） -0.6%

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Co.,ltd.

浙江省**市**区**产业基地*号楼

浙江省**市**区**产业基地*号楼

318015

0576-********

0576-********

http://www.********.com/

support@rismon.com.cn

2003/09/25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91330000************

91340100*********P

刘****

957,936.396千元

人民币RMB

未上市

长期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开业

一般

其他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 行业代码：3969 〕

有

*****供应链有限公司、香港****贸易有限公司、****精密五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子有限公司、湖南****股份有限公

司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精密电子有限公司、*****供应链有限公司、****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深圳市****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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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企业组织结构及股东情况Ⅱ 企业组织结构及股东情况

1.　主要经营者信息1.　主要经营者信息

氏名 王****

职务 董事长

性别 男

职责 总体决策

工作经历
2001年10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长，目前兼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历任****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公司副总经理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氏名 张****

职务 董事兼总经理

性别 男

职责 全面管理

工作经历 2005年12月加入****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总经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　企业组织结构2.　企业组织结构

董事会成员 王****、王**、叶**、毛**、张****

法人代表 刘****

监事 李**、张**

经理 张**

3.　股东情况3.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人民元 RMB）投资金额（人民元 RMB） 投资比例投资比例

*****科技有限公司 千元 15.04%

叶**** 千元 10.27%

林**** 千元 5.29%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千元 4.59%

*****集团有限公司 千元 2.63%

王**** 千元 1.49%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千元 1.42%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千元 0.78%

李**** 千元 0.57%

马**** 千元 0.48%

4 .　主要股东简介4 .　主要股东简介

股东名称股东名称 股东介绍股东介绍

*****科技有限公司

从事网络科技类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软件的开发、维护、销售,广告设计、制作、发

布;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日用百货、工艺礼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办公用品、电子产品、服装服饰、鞋帽箱包、建筑材料销售,

电子产品及配件安装、销售,通信产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网上贸易代理,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调查,市场营销策划,

企业形象策划,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数据分析和处理服务;从事信息科技、电子产品、计算机、互联网领域内的软硬件设计、技术推

广、技术开发与服务,电子结算系统开发及应用服务;金融信息服务;投资与资产管理(以自有资产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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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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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企业体制Ⅲ 企业体制

1．企业规模1．企业规模

经营面积

场地位置

产权性质

企业规模

员工总数

2．产品2．产品

经营范围

主要业务

主要产品

企业自营品牌

企业代理品牌

3．商标3．商标

申请人 *****公司

商标总数 2件 有效商标 2件

商标图案(文字)商标图案(文字) 注册番号注册番号 商标名称商标名称 注册日期注册日期

588**** rismon 2010/02/07

588**** 利墨 2009/10/28

※3条以上不显示。

4．专利4．专利

专利数量统计专利数量统计

国内发明专利 3件 国内发明授权专利 0件

国内实用新型专利 2件 国内外观专利设计 0件

转入专利 7件 转出专利 0件

合计 12件

5．关联企业5．关联企业

分支机构分支机构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限公司长宁分公司 91310105M*********

*****有限公司徐汇分公司 ―

*****有限公司徐汇2分公司 913101043*********

*****有限公司黄埔分公司 91310101**********

*****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 ―

*****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

*****有限公司黄埔3分公司 ―

*****有限公司宜山分公司 ―

企业对外投资企业对外投资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资金额(元)投资金额(元) 投资比例投资比例

******技术有限公司 91410307********** 10,000,000 100.00%

*****机器人有限公司 914413************ 10,000,000 100.00%

100平方米（测试）

交通一般

租赁

大型

8,257

各种****屏、****模组、****器件及相关材料和组件的研发和制造。

主要从事智能设备部件的产销

产品A、产品B、产品C

品牌abc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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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企业沿革及其他重大事项Ⅳ 企业沿革及其他重大事项

１． 企业沿革１． 企业沿革

变更时间变更时间 变更事项变更事项 变更前变更前 变更后变更后

2019/08/30 法定代表人 王**** 刘*****

2019/05/21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2019/05/21 注册资本 *****.**** 95793.6396万元

2018/10/31 注册资本 97320.5913万元 *****.****

2018/05/22 注册资本 64960.3942万元 97320.5913万元

2018/02/05 注册资本 64810.8942万元 64960.3942万元

2017/05/12 注册资本 63970.8942万元 64810.8942万元

2016/07/21 注册资本 32473.8305万元 63970.8942万元

2015/12/24 注册资本 29829.8305万元 32473.8305万元

2015/12/24 名称变更 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2015/11/25 注册资本 22582.5711万元 29829.8305万元

※27条以上不显示。

２．其他重大事项２．其他重大事项

该主体于2000年9月1日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股票简称：****，证券代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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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诚信记录Ⅴ诚信记录

１．欠税１．欠税

认定日期或所属日期认定日期或所属日期 黑名单类型黑名单类型 发布机关发布机关 欠缴税种欠缴税种

2017/03/17 催报 上海市浦东新区地方税务局 个人所得税

※3条以上不显示。

２．行政处罚２．行政处罚

处罚决定书签发日期处罚决定书签发日期 处罚决定文书处罚决定文书 处罚机关处罚机关 行政处罚内容行政处罚内容

2017/02/04 深龙卫职[2015]**-**号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
―

2017/02/04 深龙卫职[2015]**-**号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
警告

※3条以上不显示。

3．诉讼记录3．诉讼记录

序号 1

身份 当事人

判决时间 2019/10/16

判决结果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特别程序民事裁定书

序号 2

身份 被告

判决时间 2019/09/29

判决结果
*****有限公司与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本案按原告*****有限公司撤诉处理。 案件受理费47元（已减半），由原告*****有限公司负担

序号 3

身份 被告

判决时间 2019/09/29

判决结果
*****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准许原告*****科技有限公司撤诉。 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由原告*****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3条以上不显示。

4．票据公示催告4．票据公示催告

未发现目标公司的票据公示信息。未发现目标公司的票据公示信息。

5．动产登记5．动产登记

存在动产登记信息。详情请参考附件。存在动产登记信息。详情请参考附件。

6．股权出质6．股权出质

出质人 *****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质人证照/证件号码 91654004**********

质权人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质股权数额 194.4440

登记编号 9111010*****_0001

状态 有效

质权证照/证件号码 9111010*****

※仅显示有效期限内的股权出质。10条以上不显示。

7．担保7．担保

债务人 无

主债权种类 其他

主债权数额 0.000000万元

※3条以上不显示。

8．进出口状况8．进出口状况

海关失信企业 不符合

是否活跃进出口企业 不符合

海关认证 一般信用企业

海关注册编码 440*****

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进出口企业的信用等级认证分类如下：
高级认证企业：中国AEO企业，享受海关通关便利措施；
一般认证企业：信用良好的企业；
一般信用企业：信用一般企业，适用常规管理措施；
失信企业：信用差的企业，将受到海关严密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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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进口/出口国家(地区)主要进口/出口国家(地区)

2017年进口2017年进口 2016年进口2016年进口

产销国(地区) 金额(万美金) 比率 产销国(地区) 金额(万美金) 比率

日本 20 100.00% 日本 10 100.00%

合计 20 100% 合计 10 100%

2017年出口2017年出口 2016年出口2016年出口

产销国(地区) 金额(万美金) 比率 产销国(地区) 金额(万美金) 比率

日本 54 100.00% 日本 41 100.00%

合计 54 100% 合计 41 100%

主要进口/出口产品主要进口/出口产品

2017年进口2017年进口 2016年进口2016年进口

HS编码 金额(万美金) 比率 HS编码 金额(万美金) 比率

84771010 5 25.82% 39074000 3 31.79%

39074000 5 24.40% 39033090 2 24.02%

39079910 3 17.47% 39021000 1 13.52%

其他 6 32.31% 其他 3 30.67%

合计 20 100% 合计 10 100%

2017年出口2017年出口 2016年出口2016年出口

HS编码 金额(万美金) 比率 HS编码 金额(万美金) 比率

84807190 50 92.36% 84807190 41 99.32%

87149400 4 6.67% 39269090 0 0.68%

39269090 1 0.96% ― ― ―

其他 0 0.01% ― ― ―

合计 54 100% 合计 41 100%

9．其他信用记录9．其他信用记录

银行记录银行记录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主体有短期银行借款718,969千元，长期借款136,360千元。

质量投诉质量投诉

查询当地质监部门及公开媒体，未发现该主体所产产品的质量投诉信息。

环保记录环保记录

查询该主体所在地的环保局，未发现涉及该主体不良记录。

媒体信息媒体信息

经查询，未发现该主体的不良媒体记录。

税务局信息税务局信息
A

注：国家税务总局对纳税企业进行A～D的４阶段评价。只显示最新年度的A级优良纳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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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经营基本情况Ⅵ 经营基本情况

１．原材料采购１．原材料采购

采购区域采购区域 采购比例采购比例 主要区域主要区域

国内 90% 分布于华东、华南地区

国际 10% 分布于亚洲地区

◆主要供应商◆主要供应商

企业名称
*****供应链有限公司、香港****贸易有限公司、****精密五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子有限公司、湖南****股份有限公

司

采购产品 电子元器件等

国内付款方式 支票、汇票、银行转账

国内结算方式 信用期：30-90天

国际付款方式 电汇、信用证

国际结算方式 信用期：15-30天

2．产品销售2．产品销售

销售区域销售区域 销售比例销售比例 主要销售区域主要销售区域

国内 82% 分布于华东、华南地区

国际 18% 分布于亚洲地区

◆产品客户◆产品客户

业务渠道 直销

业务规模 大型

客户行业 ****屏、****模组、****产品

主要客户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精密电子有限公司、*****供应链有限公司、****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深圳市****电子有限公司

国内收款方式 支票、汇票、银行转账

国内结算方式 信用期：30-90天

国际收款方式 电汇、信用证

国际结算方式 信用期：15-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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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企业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Ⅶ 企业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

（单位：千元）

项目项目 2017/122017/12 2018/122018/12 项目项目 2017/122017/12 2018/122018/12

会计科目会计科目 金额金额 构成比构成比 金额金额 构成比构成比 会计科目会计科目 金额金额 构成比构成比 金额金额 构成比构成比

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资产合计 893,990893,990 21.2%21.2% 1,211,8781,211,878 25.0%25.0% 流动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894 ,4 12894 ,4 12 21.2%21.2% 1,4 83,3601,4 83,360 30.6 %30.6 %

货币资金 55,679 1.3% 28,283 0.6% 短期借款 638,000 15.1% 718,969 14.9%

应收票据 25,299 0.6% 2,361 0.0% 应付票据 46,371 1.1% 26,484 0.5%

应收帐款 102,424 2.4% 158,997 3.3% 应付帐款 127,994 3.0% 174,171 3.6%

其他应收款 579,466 13.7% 888,074 18.3% 预收款项 413 0.0% 430 0.0%

预付款项 1,236 0.0% 2,124 0.0% 应付职工薪酬 7,038 0.2% 6,561 0.1%

存货 127,899 3.0% 129,284 2.7% 应付利息 1,440 0.0% 1,667 0.0%

其他流动资产 1,987 0.0% 2,755 0.0% 应付股利 252 0.0% 281 0.0%

应交税费 672 0.0% 867 0.0%

其他应付款 72,232 1.7% 533,170 11.0%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0 0% 20,760 0.4%

非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

合计合计
3,328,4 093,328,4 09 78.8%78.8% 3,628,6683,628,668 75.0%75.0%

非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

合计合计
62,67962,679 1.5%1.5% 138,168138,168 2.9%2.9%

长期股权投资 3,045,131 72.1% 3,389,685 70.0% 长期借款 60,000 1.4% 136,360 2.8%

固定资产净值 184,337 4.4% 174,187 3.6% 递延收益 2,679 0.0% 1,808 0.0%

在建工程 1,204 0.0% 5,365 0.1% 负债合计负债合计 957,091957,091 22.7%22.7% 1,621,5281,621,528 33.5%33.5%

无形资产 14,822 0.4% 14,248 0.3%
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

合计合计
3,265,3083,265,308 77.3%77.3% 3,219,0183,219,018 6 6 .5%6 6 .5%

长期待摊费用 2,168 0.0% 1,150 0.0%
实收资本（股本

）
649,604 15.4% 965,796 2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193 0.4% 30,104 0.6% 资本公积 2,541,765 60.2% 2,223,097 45.9%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44,130 1.0% 11,000 0.2% 盈余公积 19,341 0.5% 19,341 0.4%

其他非流动

资产
18,424 0.4% 2,929 0.0% 未分配利润 54,598 1.3% 10,784 0.2%

资产总计资产总计 4 ,222,3994 ,222,399 100%100% 4 ,84 0,54 64 ,84 0,54 6 100%100%
负债及所有者负债及所有者

权益总计权益总计
4 ,222,3994 ,222,399 100%100% 4 ,84 0,54 64 ,84 0,54 6 100%100%

※构成比:会计科目/总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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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企业财务报表－利润表Ⅷ 企业财务报表－利润表

（单位：千元）

项目项目 2017/122017/12 2018/122018/12

会计科目会计科目 金额金额 构成比构成比 金额金额 构成比构成比

营业总收入营业总收入 374 ,886374 ,886 10 0 %10 0 % 4 04 ,64 84 04 ,64 8 10 0 %10 0 %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374,886 100% 404,648 100%

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成本 451,8714 51,871 120 .5%120 .5% 4 4 9,1854 4 9,185 111.0 %111.0 %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319,252 85.2% 324,503 80.2%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14 0.5% 2,166 0.5%

销售费用 17,990 4.8% 13,362 3.3%

管理费用 67,098 17.9% 57,593 14.2%

财务费用 16,811 4.5% 7,360 1.8%

资产减值损失 28,806 7.7% 44,201 10.9%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612 1.0% -125 -0.0%

投资收益 190,000 50.7% 0 0%

营业利润营业利润 116,627116,627 31.1%31.1% -4 4 ,662-4 4 ,662 -11.0 %-11.0 %

加：营业外收入 39,312 10.5% 2,324 0.6%

减：营业外支出 2,510 0.7% 494 0.1%

利润总额利润总额 153,4 29153,4 29 40 .9%40 .9% -4 2,832-4 2,832 -10 .6 %-10 .6 %

减：所得税费用 -1,730 -0.5% -11,911 -2.9%

净利润净利润 155,159155,159 41.4%41.4% -30,921-30,921 -7.6 %-7.6 %

※构成比:会计科目/营业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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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行业背景信息Ⅸ 行业背景信息

１．定义１．定义

电子工业是研制和生产电子设备及各种电子元件、器件、仪器、仪表的工业，是军民结合型工业。由广播电视设备、通信导航设备、雷达设备、电子计算机、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
表和其他电子专用设备等生产行业组成。

２．行业现状及趋势２．行业现状及趋势

2018年以来,电子设备行业总体出现下降的趋势。这与国内计算机、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出现饱和状态有关，另外，我国高端电子设备缺乏核心技术，产品多依靠进口，自从出现美国
停售产品给中兴事件后，国内企业越发明白核心零部件的重要性，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电子设备行业将维持缓慢增长，甚至微幅下降的趋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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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 财务指标Ⅹ 财务指标

2017/122017/12 2018/122018/12

比率名比率名 计算公式计算公式 比率比率 增减增减 比率比率 增减增减

安全性安全性

所有者权益比率 所有者权益÷资产合计 77.3% ― 66.5% ↓

借款依存度 总借款÷资产合计 18.3% ― 29.1% ↑

借款偿还年数 总借款÷利润总额 5.0年 ― 999.9 ↓

流动性流动性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100.0% ― 81.7% ↓

速动比率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85.3% ― 72.7% ↓

货币资金周转期 货币资金÷月销售额 1.8个月 ― 0.8个月 ↓

收益性收益性

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营业总收入 31.1% ― -11.0% ↓

净利润率 净利润÷营业总收入 41.4% ― -7.6% ↓

ROA（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资产合计 3.7% ― -0.6% ↓

成长性成长性

营业收入增长率 营业总收入÷前期营业总收入 ― ― 107.9% ―

营业利润率增减 营业利润率－前期营业利润率 ― ― ▲42.1pt ―

资产性资产性

应收债权周转期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月销售额 22.6个月 ― 31.1个月 ↑

存货周转期 库存÷月销售额 4.1个月 ― 3.8个月 ↓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总收入÷资产合计 0.1回 ― 0.1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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Ⅺ 调查公司评价Ⅺ 调查公司评价

评价因素 评价因素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基本商业信息

公司历史 ●
企业类型 ●
企业规模 ●
行业状况 ●

组织管理能力

组织管理 ●
股东背景 ●
关联关系 ●

经营信息
业务规模 ●
产品销售 ●

财务信息

偿债能力 ●
运营能力 ●
盈利能力 ●
发展能力 ●

公共信用信息
收付款能力 ●
公共信息 ●

免责条款免责条款

本报告信息来自于以下多个渠道，包括但不仅限于政府部门、被调研公司本身及与之相关公司或机构。由于上述部分渠道信息我们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进行证实，
亦无法保证所有信息与事实一致；部分政府记录可能受限于不同地区政府部门管理力度差异而无法完整体现实际历史信息。对于任何人由于部分或全部使用本报
告内容作出执行或放弃等决策而导致的不良结果，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 本报告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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