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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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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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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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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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规模 营业收入

営業利润率增减 营业利润率－前期营业利润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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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性评价定性评价
评价评价 内容内容

股东资本实力① 股东的资本规模

股东资本实力② 股东的投资规模

经营者资质 经营能力

行业地位 行业地位、行业占有率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的稳定性

市场竞争力 市场内的竞争力

结算情况 收付款条件

知识产权、资质 是否有资质或知识产权

事件・惩罚 过去有无表彰或惩罚记录

法定名称法定名称 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M评级】【RM评级】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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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元

贵司期望授信额度贵司期望授信额度 3,000元

2020/12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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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 ***** Co., Ltd. 

经营地址 浙江省**市**区**电子产业基地4号楼 

注册地址 浙江省**市**区**电子产业基地4号楼 

邮政编码 318000 〔注册信息:  - 〕 

电话 0576-****1618 〔注册信息: - 〕 

传真 0576-****1616 〔注册信息:  - 〕 

网址 www.*****.com 

电子邮箱 ***@*****.com 

成立时间 2003-09-25 

注册机关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T 

税务登记号 91*****T 

法人代表 刘** 

注册资本 957,000,000元 币种 人民币 

是否上市 是 

经营期限 不约定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企业状态 确立 员工总数 462 

所属行业 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 〔行业代码： 3969〕 

进出口权 有 

主要供应商 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股份有限公司等 

主要客户 
宁波****电子有限公司、苏州****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科技有限公

司等 

经营面积 大于2,000平方米 

产权性质 自有 

场所位置 该地临近***路、***路、中心大道，交通较为便利。 

 2.财务概况 

营业总收入 6,343,779千元 所有者权益比率 33.4% 

利润总额 154,218千元 应收债权周转期 5.1 个月 

净利润 162,318千元 ROA（资产收益率） 1.6% 

Ⅰ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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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国家 投资金额（人民币RMB） 投资比例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144,056.026千元 15.04% 

叶** 中国 98,411.301千元 10.27% 

毛*** 中国 50,639.015千元 5.29% 

深圳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34,418.258千元 3.59%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25,180.026千元 2.63% 

北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 11,878.929千元 1.24% 

王*** 中国 10,780.320千元        1.13%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7,482.300千元      0.78%    

汪*** 中国 5,900千元      0.62%    

其他股东 中国 569,190.225千元 59.41% 

2.股东简介 

股东名称 股东介绍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301*****  
企业名称：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朱** 

注册资本： 25000.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年06月14日  
营业期限自： 2018年06月14日营业期限至：长期 

登记机关： **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住所： 江西省*****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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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企业组织结构 

最高决策机构 董事会 

董事会成员 刘**、潘***、毛***、管***、俞***、朱**、赵***、李*** 

Ⅱ股东情况及企业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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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 刘** 

监事 张***、李***、蔡*** 

经理 潘*** 

主要部门 营业部、生产部、财务部、行政部、采购部 

4.主要管理人员信息 

姓名 王*** 

职务 法人代表、董事长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学历 大学 

出生年月 1978年10月 

工作经历 历任**公司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现任目标公司董事长。 
 

姓名 潘*** 

职务 总经理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学历 大学 

出生年月 1978年10月 

工作经历 现任目标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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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 

经营范围 

各种视窗防护屏、触控显示模组、新型显示器件及相关材料和组件的研发
和制造，从事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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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业务 光电子器件的产销业务 

主要产品 各种视窗防护屏、触控显示模组、生物识别电子器件等 

企业自营品牌 AAA 

企业代理品牌 — 

2.商标 

商标总数 10件 有效商标 10件 
 

商标图案（文字） 商标名称 注册号 注册类别 

图片 AAA 000000 机械设备 

图片 BBB 000000 机械设备 

图片 CCC 000000 机械设备 

※3条以上不显示。 

3.专利 

专利数量统计 

发明公布 62件 发明授权 38件 

实用新型 73件 外观设计 0件 

合计 173件 
 

取得专利 

公开号 公开日期 名称 

CN*****A 2020-05-05 一种用于玻璃面板抛光的稀土抛光液及利用其抛光的方法 

CN*****A 2020-04-17 一种3D曲面深槽面板的镀膜加工方法 

CN*****A 2020-04-17 一种强效去除玻璃面板表面印刷残留污的清洗方法 

※3条以上不显示。 

Ⅲ 企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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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企业 
 

分支机构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状态 

***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91440300***** 续存 

***（深圳）有限公司 91440300***** 续存 

广东***食品有限公司 91441900***** 注销 
 

企业对外投资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 投资比例 状态 

***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91440300***** 1,100,000,000元 100% 续存 

***（深圳）有限公司 91440300***** 800,000,000元 100% 续存 

广东***有限公司 91441900***** 580,000,000元 100% 注销 

 

其他关联企业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 状态 

广东***科技有限公司 91441900***** 580,000,000元 续存 

***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91440400***** 579,594,500元 续存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91360100***** 4,474,120,421元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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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时间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2020-09-03 法定代表人 *** *** 

2019-04-29 法定代表人 *** *** 

2019-01-21 地址 **市***工业园区 
浙江省**市**区**电子产

业基地4号楼 

2019-01-21 负责人 朱*** *** 

2019-01-21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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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视窗防护屏、触控显

示模组、新型显示器件及

相关材料和组件的研发和

制造，从事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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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Ⅳ 企业沿革 

https://www.qcc.com/pl/pr8aefafe28d00287e139abe0752ba0c.html
https://www.qcc.com/pl/pr1d2b80d65b40cdd76b2a52e88df7a0.html
https://www.qcc.com/pl/p0d4282b66bc53ecce087e039fe47e90.html
https://www.qcc.com/pl/pr8aefafe28d00287e139abe0752ba0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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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税务信用记录 

◆欠税 

发布日期 发布单位 欠税税种 欠税余额（元） 

- - - - 

◆纳税评级 

纳税评级 

2020 A 

2.行政处罚 

处罚日期 决定文书 处罚单位 处罚事由 处罚内容 

2019-09-23 - 
深圳证券交

易所 
证券交易市场失信 

对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3条以上不显示。 

3.诉讼记录 

◆失信被执行人 

被执行人 - 

执行法院 - 

案号 - 

履行状态 - 

失信行为 - 

发布日期 - 

◆诉讼记录 

原告 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 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案号 （2019）浙***民初****号 

案由 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时间 2019/12/06 

判决结果 驳回原告诉讼 
 
原告 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 ****有限公司 

案号 （2019）苏***民初****号 

案由 委托合同纠纷 

判决时间 2020/02/28 

判决结果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浙江**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元。 
 

Ⅴ 诚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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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 ***有限公司 

案号 （2019）苏***民初****号 

案由 委托合同纠纷 

判决时间 2020/02/28 

判决结果 准许原告浙江**股份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3条以上不显示。 

4.票据公示催告 

票号 102000***** 

票据类型 银行承兑汇票 

票面金额 100,000元 

出票日期 2016-12-02 

到期日 2017-06-02 

申请人 ****有限公司 

持票人 ****有限公司 

付款人 ****银行 

出票人 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原文 

申请人****（深圳）有限公司因遗失号码102000*****、金额100000元、
出票日期2016年12月2日、到期日期2017年6月2日、出票人浙江*****股份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已受理，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1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浙江省**市**区
人民法院 

公示类别 未公示 

公告日期 2017-02-27 

5.动产登记 

登记编号 - 

登记日期 - 

登记机关 - 

状态 - 

抵押权人 - 

抵押人 - 

被担保主债权信息 

种类 - 

数额 - 

债务人履行期限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T 受理号码：12345 调查日期：2021/05/12 

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本调查报告仅供商业决策参考之用，不能用作诉讼依据。使用本报告所引起的后果，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

告中之内容，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11 

担保范围 -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

期限 
- 

备注 - 

抵押物信息 

名称 - 

所有权或使用权归

属 
- 

状况 - 

备注 - 

注销信息 

日期 - 

原因 - 

变更信息 

日期 - 

内容 - 

※3条以上不显示。 

6.股权出质 

登记编号 - 

出质人 - 

质权人 - 

出质股权数额（万元） - 

登记日期 - 

公示日期 - 

状态 - 

7.担保 

债务人 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人 ***投资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万元） 10,000  

担保起始日 2019年07月31日 

担保终止日 2023年01月31日 

是否履行完毕 否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3条以上不显示。 

8.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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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认证 一般认证企业 

认定时间 - 

海关注册编码 3***** 

注册日期 2010-11-30 

注册海关 **海关 

海关注销标志 正常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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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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信用记录 

经营异常 

- - 
 

质量投诉 

未发现目标公司的质量投诉信息。 
  

环保记录 

未发现目标公司的环保记录信息。 
 

媒体信息 

未发现目标公司的媒体信息。 
 

 

其他重大事项 

向目标企业的电话号码“0756-8****”咨询后，该员工发现目标企业的主要业务是生产销售电

子元件，企业的客户主要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行业企业，目标企业的员工现在运营正常，

以前是防疫由于订单数量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目前订单量已经有所下降。生产线现在正常运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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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采购信息 

采购区域 采购比例 主要区域 

国内 95% 全国各地 

国外 5% 中国香港等地区 
 

主要供应商 深圳市***有限公司、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设备 

国内付款方式 预付款、按合同付款等 

国内结算方式 按月结算（30天） 

国际付款方式 电汇、信用证、银行转账 

国际结算方式 按月结算（30天） 
 

2．销售信息 

销售区域 销售比例 主要销售区域 

国内 85% 全国各地 

国外 15% 美国、韩国、英国等地 
 

主要客户 宁波****有限公司、苏州****有限公司、浙江****有限公司等 

国内收款方式 银行转账 

国内结算方式 按月结算（30天） 

国际收款方式 电汇、信用证、银行转账 

国际结算方式 按月结算（30天） 
 

3.竞争对手 

企业名称 ***公司 

4.企业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支行 

银行账号 ***** 

5.調査結果 

調査結果 

对****电话进行了联系,但未能联系上。 

Ⅵ 经营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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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 人民币 RMB） 

项目 2018/12 2019/12 2020/12 項目  2018/12 2019/12 2020/12 

会计科目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会计科目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合

计 
4,330,958 65.1%4,415,682 61.9% 5,163,075 63.3%流动负债合计 2,911,704 43.8%3,213,578 45.1% 3,568,754 43.8% 

货币资金 2,116,161 31.8% 1,850,453 25.9% 1,836,117 22.5%短期借款 0 0 334,379 4.7% 143,355 1.8% 

交易性金融

资产 
0 0 0 0 553,608 6.8%

交易性金融负

债 
0 0 0 0 12,028 0.1% 

应收票据 63,730 1.0% 63,765 0.9% 0 0.0%应付票据 1,557,672 23.4% 1,459,964 20.5% 1,640,264 20.1% 

应收帐款 823,191 12.4% 1,097,453 15.4% 993,201 12.2%应付账款 871,457 13.1% 790,606 11.1% 868,356 10.7% 

其他应收款 67,639 1.0% 70,016 1.0% 41,218 0.5%预收款项 87,660 1.3% 102,336 1.4% 251,463 3.1% 

预付款项 30,334 0.5% 23,125 0.3% 30,063 0.4%应付职工薪酬 234,710 3.5% 244,991 3.4% 372,739 4.6%

应收补贴款 0 0 0 0 147,950 1.8%应交税金 20,987 0.3% 69,881 1.0% 79,109 1.0%

库存 1,015,293 15.3% 1,184,189 16.6% 1,463,762 18.0%其他应付款 139,218 2.1% 178,182 2.5% 201,440 2.5%

其它流动资

产 
212,704 3.2% 126,681 1.8% 97,156 1.2%  

非流动资产

合计 
2,321,747 34.9%2,715,249 38.1% 2,987,592 36.7%

非流动负债合

计 
348 0.0% 61 0.0% 254,061 3.1%

长期股权投

资 
57,526 0.9% 67,424 0.9% 67,363 0.8%长期借款 0 0 0 0 200,000 2.5%

投资性房地

产 
17,226 0.3% 17,165 0.2% 16,319 0.2%

递延所得税负

债 
348 0.0% 61 0.0% 61 0.0%

固定资产原

价 
1,749,546 26.3% 1,828,309 25.6% 1,941,159 23.8%递延收益 0 0 0 0 54,000 0.7%

在建工程 94,119 1.4% 167,907 2.4% 252,704 3.1%负债合计 2,912,052 43.8%3,213,639 45.1% 3,822,815 46.9%

无形资产 251,187 3.8% 473,501 6.6% 527,279 6.5%
所有者权益合

计 
3,740,653 56.2%3,917,292 54.9% 4,327,852 53.1%

长期待摊费

用 
38,264 0.6% 67,533 0.9% 53,716 0.7%实收资本 813,438 12.2% 813,438 11.4% 801,473 9.8%

递延所得税

资产 
17,637 0.3% 26,514 0.4% 47,020 0.6%资本公积 1,227,222 18.4% 1,227,221 17.2% 1,139,193 14.0%

其他非流动

资产 
96,242 1.4% 66,896 0.9% 82,032 1.0%减：库存股 0 0 89,852 1.3% 0 0

  盈余公积 
250,106 

3.8% 293,889 4.1% 374,967 4.6%

  其他综合收益 1,196 0.0% 4,839 0.1% 4,537 0.1%

  未分配利润 1,438,426 21.6% 1,653,321 23.2% 1,979,071 24.3%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合

计 

3,730,388 56.1% 3,902,85754.7% 429,924152.7%

  少数股东权益 10,265 0.2% 14,435 0.2% 28,611 0.4%

资产总计 6,652,705 100%7,130,931 100% 8,150,667 100%
负债及所有者

权益总计 
6,652,705 100%7,130,931 100% 8,150,667 100%

※占比:会计科目/资产总计（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Ⅶ 企业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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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 人民币 RMB） 

项目 2018/12 2019/12 2020/12 

会计科目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营业总收入 8,222,302 100.0% 8,444,333 100.0% 9,124,532 100.0%

营业总成本 7,792,488 94.8% 7,807,463 92.4% 8,369,761 91.7%

其中：营业成本 6,625,351 80.6% 6,708,345 79.4% 6,965,150 76.3%

营业税金及附加 68,198 0.8% 73,953 0.9% 65,040 0.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906 0.0% -35,144 -0.4% 24,817 0.3%

减：营业费用 327,265 4.0% 332,293 3.9% 470,257 5.2%

管理费用 414,685 5.0% 452,058 5.4% 536,566 5.9%

财务费用 75,504 0.9% (34,140) -0.4% (1,582) 0.0%

研发费用 270,100 3.3% 274,953 3.3% 334,330 3.7%

资产减值损失 11,384 0.1% -7,744 -0.1% -12,192 -0.1%

加：投资收益 16,281 0.2% -40,415 -0.5% -24,757 -0.3%

资产处置收益 -1,291 0.0% 1,851 0.0% -1,374 0.0%

其他收益 20,728 0.3% 31,473 0.4% 45,004 0.5%

营业利润 467,439 5.7% 586,891 7.0% 784,363 8.6%

加：营业外收入 19,202 0.2% 15,382 0.2% 17,674 0.2%

减：营业外支出 2,232 0.0% 17,089 0.2% 6,783 0.1%

利润总额 484,409 5.9% 585,184 6.9% 795,254 8.7%

减：所得税费用 74,769 0.9% 81,600 1.0% 106,764 1.2%

净利润 409,640 5.0% 503,584 6.0% 688,490 7.5%

※占比：会计科目/营业总收入 

注：目标公司 2019 年应收款项融资 147,950 千元、信用减值损失-1,904 千元、利息收入 18,874 千元。2018 年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33,238 千元、利息收入 49,577 千元，2017 年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1,906 千元，未计入以上财务表格中。 

Ⅷ 企业财务报表－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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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 2019/12 2020/12 

比率名 计算公式 比率 增减 比率 增减 比率 增减 

安全性 

所有者权益比

率 
所有者权益÷资产合计 56.2% - 54.9% ↓ 53.1% ↓ 

借款依存度 总借款÷资产合计 3.4% - 8.6% ↑ 9.8% ↑ 

借款偿还年数 总借款÷利润总额 0.5 年  - 1.1 年 ↑ 1.0 年 ↓ 

流动性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148.7% - 137.4% ↓ 144.7% ↑ 

速动比率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103.1% - 93.7% ↓ 88.0% ↓ 

货币资金周转

期 
货币资金÷月销售额 3.1 个月 - 2.6 个月 ↓ 2.4 个月 ↓ 

收益性 

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营业总收入 5.7% - 7.0% ↑ 8.6% ↑ 

净利润率 净利润÷营业总收入 5.0% - 6.0% ↑ 7.5% ↑ 

ROA （资产收

益率） 
净利润÷资产合计 6.2% - 7.1% ↑ 8.4% ↑ 

成长性 

营业收入增长

率 

营业总收入÷前期营业总

收入 
- - 102.7% - 108.1% ↑ 

营业利润率增

减 

营业利润率－前期营业利

润率 
- - 1.3%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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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个月 - 1.7 个月 ↑ 1.4 个月 ↓ 

库存周转期 存货÷月销售额 1.5 个月 - 1.7 个月 ↑ 1.9 个月 ↑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总收入÷资产合计 1.2 回 - 1.2 回 -- 1.1 回  ↓ 

Ⅹ 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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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定义 

 
 

２．行业现状及趋势 

 

Ⅸ 行业背景信息 

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是（3969）：指光电子器件、显示器件和组件，以及其他未列

明的电子器件的制造 

高集成 、多功能和智能化的纳米光电子器件是未来的发展目标，它能将信息的探测(传感

器)、运算(芯片)、 运输(通信)和动作的执行诸多功能集成到纳米结构中。因此，纳米光电子

器件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目前该行业企业正逐步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随着我国光电子

器件行业运行下游需求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出口增长，我国光电子器件行业运行迎来一个新的

发展机遇。 

该行业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在电子器件制造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已成为中

国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该行业是典型的高技术产品，今后的发展也必然以高技术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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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因素 因素说明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基本信息 

公司历史   ●   

企业类型     ● 

投资规模    ●  

企业规模   ●   

股东及组织管理 

股东实力    ●  

组织管理   ●   

关联关系   ●   

经营信息 

行业地位及占有率    ●  

合作伙伴实力     ● 

支付结算现状   ●   

市场竞争实力/产品竞争力   ●   

行业状况   ●   

业务规模    ●  

外部信息 

资质及知识产权   ●   

公众诚信记录   ●   

评估人员调整差   ●   

 

免责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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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Ⅺ 调查公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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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企业银行信息                                                                       

开户银行 中国建行***支行 

银行地址 **市**市**路 67~71 号 

银行电话 021-1234567 

银行帐号 123456789012345678 

账户币种 人民币 

 

企业经营许可资质                                                                     

名称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 

证书编号 **** 

认证范围 金属零配件的热处理 

发证机关 上海**有限公司 

证照有效期 2022-09-21 

 

名称 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编号 **** 

认证范围 金属零配件的热处理 

发证机关 上海****有限公司 

证照有效期 2022-09-21 

 

名称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编号 **** 

认证范围 汽车金属零配件的热处理加工 

发证机关 上海****限公司 

证照有效期 2022-09-21 

 



名称 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编号 **** 

认证范围 汽车金属零配件的热处理加工 

发证机关 上海****有限公司 

证照有效期 2022-09-21 

 

名称 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编号 **** 

认证范围 -- 

发证机关 **省认定机构办公室 

证照有效期 2022 年 11月 22 日 

 

注册商标状况                                                                               

序号 商标图案 商标名称 商标状态 申请/注册号 申请日期 国际分类 

1 -- **** 已注册 **** 2016-9-5 40 类 材料加工 

2 -- **** 已注册 **** 2016-9-5 40 类 材料加工 

3 --  **** 已注册 **** 2007-5-25 40 类 材料加工 

 

其他知识产权                                                                           

无 

 

其他公众诚信记录                                                                 

时  间 事件 

2020 A 级纳税人 

2019 A 级纳税人 

2018 A 级纳税人 



 

主要供应商                                                                               

企业名称 **市**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编码 9************Y 

注册地址 
**市**区公明街道上村社区五联

队工业区 B区第 21栋第一层 B区 
邮政编码 

****** 

企业电话 021-1234567 企业传真 -- 

采购产品 淬火冷却系统 

采购价格 -- 采购数量 -- 

付款方式 银行转账 

结算方式 预收 20%，安装调试后结清 

供应商评价 
据采购部相关人员表示，主要为该企业提供淬火冷却系统，双方合作正

常，无不良记录，愿意与之继续合作。 

 

主要客户                                                                               

企业名称 大连****有限公司 

企业编码 9**************P 

注册地址 **省**区**路 88 号 邮政编码 ****** 

企业电话 0411-1234567 企业传真 0411-1234567 

销售产品 热处理加工 

销售价格 -- 销售数量 -- 

付款方式 电汇，银行转账 

结算信用期 90 天 

 

企业名称 ****有限公司 

企业编码 9****************3 

注册地址 **市**区**路 555 号 邮政编码 ****** 

企业电话 021-1234567 企业传真 -- 



销售产品 热处理加工 

销售价格 -- 销售数量 -- 

付款方式 电汇，银行转账 

结算信用期 90 天 

 

产销规模（2020 年）                                                                     

产品名称 产量（年） 销量（年） 

热处理工件 45,000 吨 38,000 吨 

炉具设备 150 套 120 套 

 

生产设备（2020 年）                                                                    

设备名称 数量 (台) 生产能力 （吨/年） 采购来源(国别) 

箱型渗碳氮化炉 20 -- -- 

箱式回火炉 22 -- -- 

高频感应加热机 13 -- -- 

据介绍，该主体拥有设备有：箱型渗碳氮化炉、箱式回火炉、燃气连续炉、变成炉、高频感

应加热机、等温淬火炉、平台式喷砂机、油洗净机、真空气淬炉、真空回火炉等，列举部分

设备数量见上表。部分自国内采购，部分采购于日本、德国、瑞士等。 

 

人员规模（单位：人）                                                                   

员工总数 350 

技术人员 100 

销售人员 20 

生产人员 200 

行政人员 15 

其他人员 15 

 

 

 



场地规模（单位：平方米）                                                              

场地表述 工业区 

场地属性 租赁 

经营面积 65,817.2 平方米 

办公场所 -- 

生产车间 26,142.23 平方米 

仓库面积 -- 

 

流通仓储体系                                                                              

物流配送中心 -- 

产品运输方式  

国内销售运输 公路 国外销售运输 海运 

公司交通工具种类 卡车 

公司交通工具数量 -- 

委托专业运输公司  

公司名称 -- 

企业编码 -- 

公司地址 -- 

公司电话 -- 

物流时间控制  

国内销售 1-5 个工作日 国外销售 7-15 个工作日 

物流成本负担 企业与客户协商确定 

 

 

 

 



主要竞争对手                                                                               

公司名称 ****有限公司 

企业编码 9****************0 

公司地址 **市**区**镇**路 918 号 

公司电话 021-1234567 

公司传真 -- 

产品竞争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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