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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征信报告 

 

报告说明 

 

1、 本报告由金科公司出具，依据截止报告时间企业征信系统记录的信息生成。报告中的信息由相

关机构和信息主体提供及金科在公共渠道搜集，金科不保证其真实性和准确性，但承诺在信息

整合、汇总、评级、展示的过程中保持客观、中立的地位。 

2、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的金额类数据项单位均为万元。 

3、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的金额类汇总数据项均为人民币计价。 

4、 本报告中划“——”的表示未发现或不明确的信息。 

5、 本报告中由信息主体提供的信息中标注“★”的表示必填项，必填项信息的缺失将影响到最终

的信用结果，因此填写时务必保证信息的完整、准确。 

6、 信息主体有权对本报告中的内容提出异议。如有异议，可联系报数机构，也可以向金科公司提

出异议申请。 

7、 本报告可以作为信息主体的信用参考依据，提供给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商事主体在开展相关

工作时使用。 

8、 报告中行业板块的划分标准为：第一类：制造业，标识为 M，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

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

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

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

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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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等。 

 

第二类：商贸，标识为 T，包括进出口；批发业；零售业。 

 

第三类：服务业，标识为 S，包括物流（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仓储业）；交通运输业（道

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邮政业（普通邮政、快递）；餐饮业；

住宿业；租赁业；商务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法律服务，咨询调查、广告业、人力资源、旅行

社，其他„„）；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娱乐；金融；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等。 

 

第四类：建筑与房地产业，表示为 C，包括房屋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铁路、道路、隧道

和桥梁工程建筑；水利和内河港口工程建筑；海洋工程建筑；工矿工程建筑；架线和管道工程

建筑）；建筑安装业（电气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其他建筑安装业）；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

业；房地产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其他）；勘察设计等。 

 

第五类：信息技术，标识为 I，包括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研究和试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环保节能技术；智

能技术；生物技术；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 

 

第六类：其它产业，标识为 O，包括农林渔牧业；采矿业（煤炭开采、石油天然气开采、金属

矿采选、非金属矿采选、其他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文体；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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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名称 地 XXX 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390XXXXXX 

机构信用代码 -- 

金科报告编号 JK20170303005211zx7C 

所处行业板块 T 

信用等级 AA 

报告完成日期 2017-03-03 

 

1、主体基础信息 

1-1 基本信息 

主体中文名称 地 XXX 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英文名称 SHANGHAI DAZZLE COMMERCE CO LTD 

主体提供地址（中） -- 

主体提供地址（英） -- 

注册地址（中）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 XX 弄 XX 号第 2 幢 

注册地址（英） -- 

经营地址（中） 上海市普陀区丹巴路 XX 弄 1-2 号旭辉世纪广场 

经营地址（英） -- 

联系电话 021-31085111 传真 021-31085352 

工商注册号 913100007390XXXX 组织机构代码 73903585-0 

工商注册日期 2002-05-23 有效截至日期 长期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

市） 

登记机关 上海市工商局 

法定代表人 马 XX 注册资本 34000 万元 

经营范围 服装服饰、皮革制品、箱包、鞋帽、眼镜、人造首饰、玩具、家用饰品、日用

百货、家具、灯具、文具用品、化妆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装潢材料

的销售；以电子商务的形式从事服装服饰、皮革制品、箱包、鞋帽、眼镜、人

造首饰、玩具、家用饰品、日用百货、家具、灯具、文具用品、化妆品、电子

产品、计算机软硬件、装潢材料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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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设计，图文设计；文化艺术交流与策划（经纪除外）；服装服饰、电子科

技、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计算机网络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展示展览

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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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税登记号 913100007390XXXX 地税登记号 913100007390XXXX 

贷款卡号 -- 贷款卡状态 -- 

备注：1.企业类型以营业执照上的为准。 

2.注册资本货币币种以工商登记最新数据为准。 

 

1-2 股东信息 

股东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出资额（万元）

/持股数量(股) 

币种 占比/占总股本

比例（%） 

马 X -- 21599 -- 63.52 

马 XX -- 4001 -- 11.77 

上海 XX 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 3400 -- 10.00 

马 XX -- 2720 -- 8.00 

上海XX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1809 -- 5.32 

马 X 敏 -- 471 -- 1.39 

合计 -- 34000 -- 100 

 

备注:货币币种以工商登记最新数据为准。 

 

1-3 变更信息 

变更日期 2016-05-18 

变更事项 经营范围 

变更前 服装服饰、皮革制品、箱包、鞋帽、眼镜（隐形眼镜除外）、人造首饰、玩具、家

用饰品、日用百货、文具、家具、文化用品、化妆品的进出口、批发、零售，服装

服饰设计，服装服饰文化交流策划（经纪除外）；服装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承办展示展览活动；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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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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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 服装服饰、皮革制品、箱包、鞋帽、眼镜、人造首饰、玩具、家用饰品、日用百货、

家具、灯具、文具用品、化妆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装潢材料的销售；以

电子商务的形式从事服装服饰、皮革制品、箱包、鞋帽、眼镜、人造首饰、玩具、

家用饰品、日用百货、家具、灯具、文具用品、化妆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

装潢材料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服装服饰设计，图文设计；文化

艺术交流与策划（经纪除外）；服装服饰、电子科技、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计算

机网络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展示展览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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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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东介绍 

股东名称 XX 敏 

成立时间 -- 

注册资本 -- 

法定代表人 -- 

股东背景 XX 敏，女，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江商学院 

EMBA。 2002 年创办上海 XXX 商贸有限公司（目标公司前身），先后担

任品牌总监、执行董事、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备注：注册资本单位及货币单位以工商登记最新数据为准。 

 

 

1-5 主要人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学历 行业经验年限 管理经验年限 

马 X 敏 董事长 女 硕士及以上 15 年以上（含 15

年） 

10 年以上（含 10

年） 

彭 X 昌 董事 男 -- -- -- 

马 X 敏 董事 女 -- -- -- 

ZHANG 

DAVID YING 

董事 -- -- -- -- 

江 X 董事 男 -- -- -- 

薛 X 奎 董事 男 -- -- -- 

虞 X 董事 男 -- -- -- 

赵 X 监事 女 -- -- -- 

肖 X 监事 男 -- -- -- 

李 X 监事 女 -- -- -- 

王 X 董事 男 -- -- -- 

马 XX 董事 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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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联企业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与评价主体关系 

上海 XX 时装有限公司 2016-10-31 500 万元 马 X 敏 参股子公司 

昆山 XX 时尚时装有限公司 2016-09-05 20000万元 马 X 敏 全资子公司 

上海 XX 商贸有限公司 2012-06-26 10 万元 马 X 敏 全资子公司 

上海 XX 服饰有限公司 2012-05-28 2000 万元 马 X 敏 全资子公司 

上海 XX 服饰有限公司 2011-02-10 5000 万元 马 X 敏 全资子公司 

地 XXX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

安分公司 

2010-02-24 -- 马 X 敏 主体分支机构 

地 XXX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

陀分公司 

2004-09-15 -- 马 X 敏 主体分支机构 

地 XXX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

华广场分公司 

2010-05-29 -- 马 X 敏 主体分支机构 

地 XXX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 

2009-10-30 -- 马 X 敏 主体分支机构 

地 XXX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

一分公司 

2012-12-18 -- 马 X 敏 主体分支机构 

目标公司关联企业较多，现列

举以上部分关联企业。 

-- -- -- -- 

 

备注：注册资本单位及货币单位以工商登记最新数据为准。 

 

 

 

 

 

 

1-7 员工情况 

员工总数（人） 

员工构成 文化水平 

生产人

员（人） 

销售人

员（人） 

行政管

理人员

（人） 

其他

（人） 

本科及以

上学历所

占比例

（%） 

大专学历

所占比例

（%） 

大专以下学历人数

所占比例（%） 

2693 -- 2221 45 427 5.87 -- -- 



 
 
 

 

---------------------------------------------------------------------------------------------------- 

本报告可以作为信息主体的信用参考依据，提供给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商事主体在开展相关工作时使用，不得用

作法律诉讼的依据。未经金科同意或授权，不得向第三人透露本报告任何内容。在任何情况下，对由于使用报告所

造成的损失，金科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 8 页 
 

1-8 场地情况 

场地面积 
产权归属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 7787.31（办公） 全部自有 

 

 

 

 

 

 

1-9 行业前景 

行业前景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设备□、农业机械装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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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财务信息 

2-1 资产负债表（单位：千元）： 

年度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资产合计 958,155 934,333 824,547 

货币资金 600,910 489,331 504,361 

应收账款 47,001 106,184 42,658 

预付账款 39,516 28,371 28,713 

其他应收款 33,412 57,328 53,347 

存货 237,316 253,119 195,468 

其他流动资产 0 0 0 

长期投资 110,475 0 0 

固定资产合计 202,958 214,714 218,260 

固定资产原值 -- -- -- 

累计折旧 -- -- -- 

固定资产净值 197,147 214,714 217,237 

在建工程 5,811 0 1,023 

无形资产及递延资产合计 37,381 68,574 63,333 

资产总额 1,308,969 1,217,621 1,106,140 

    

流动负债合计 615,616 650,977 481,180 

短期借款 0 0 0 

应付账款 38,443 114,012 81,620 

预收账款 382,115 179,399 162,447 

应付工资 24,882 19,358 19,282 

应付福利费 0 0 0 

应交税金 113,224 139,015 142,707 

其他应付款 56,952 199,193 75,124 

长期负债合计 0 22,049 13,606 

负债合计 615,616 673,026 494,786 

股东权益合计 693,353 544,595 61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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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 340,000 340,000 340,000 

资本公积 67,834 42,945 42,945 

盈余公积 114,770 20,642 73,768 

未分配利润 170,749 141,008 154,641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1,308,969 1,217,621 1,106,140 

 

 

2-2 损益表（单位：千元）：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530,198 1,561,409 1,773,984 

减：主营业务成本 463,385 559,500 469,179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1,500 21,127 26,842 

主营业务利润 1,045,313 980,782 1,277,963 

加：其他业务利润 0 0 0 

减：销售费用 603,703 367,296 523,009 

管理费用 153,675 92,280 142,601 

财务费用 -23,916 2,109 1,365 

加：投资收益 80,918 1,107 20,374 

营业利润 392,769 520,204 631,362 

加：营业外收入 36,473 1,346 2,883 

减：营业外支出 1,120 15,648 16,973 

利润总额 428,122 505,902 617,272 

减：所得税 139,905 140,111 154,790 

净利润 288,217 365,791 46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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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要指标及变化情况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行业平均值 

流动比率（%） 155.64 143.53 171.36 195.12 

速动比率（%） 117.09 104.64 130.74 168.69 

资产负债率（%） 47.03 55.27 44.73 65.45 

净资产收益率（%） 41.57 67.17 75.65 55.59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1.60 1.67 2.15 2.27 

总资产周转次数 1.17 1.28 1.60 2.15 

税前利润率（%） 27.98 32.40 34.80 3.89 

资产回报率（%） 22.02 30.04 41.81 6.33 

应收账款平均周转天数 11.21 24.82 8.78 88.37 

存货周转天数 186.93 165.13 152.07 41.12 

应付账款平均周转天数 30.28 74.38 63.50 107.09 

主营业务利润率（%） 68.31 62.81 72.04 16.84 

纯利率（%） 18.84 23.43 26.07 1.77 

毛利率（%） 69.72 64.17 73.55 -- 

营业利润率（%） 25.67 33.32 35.59 -- 

资产总额年增长率（%） 7.50 10.08 -- -- 

净资产年增长率（%） 27.32 -10.92 -- -- 

营业收入年增长率（%） -2.00 -11.98 -- -- 

利润总额年增长率（%） -15.37 -18.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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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计算公式 

指标名称 计算公式 

营运能力指标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营业收入/期末应收账款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营业收入/期末流动资产 

存货周转次数 营业成本/平均存货净额 

总资产周转次数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盈利能力指标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所有者权益×100% 

总资产回报率 净利润/期末资产总额×100% 

毛利率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100% 

主营业务利润率 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100% 

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100% 

税前利润率 利润总额/营业收入×100% 

纯利润率 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100% 

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债×100%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合计-存货）/流动负债合计×100%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发展能力指标  

资产总额增长率 

增长率=（本期-上期）/上期×100% 

 

净资产增长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 

利润总额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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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业主要经济指标 

分类 指标 2016-12 2016-11 2016-10 2016-09 2016-08 2016-07 

国 内 贸

易 经 济

指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_

同比增长(%) 

10.9 10.8 10.0 10.7 10.6 10.2 

 

4 行政管理信息 

4-1 资质许可 

发证单位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日期 

上海市青浦区公安

消防支队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

用、营业前消防安全

检查 

沪青公消安检字

〔2015〕第 0034

号 

2015-03-05 有效期内 

 

4-2 认定认证 

认定（认证）部门 认定（认证）类型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限 条

数 

广东中鉴认证有限责

任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ISO9000） 

0070417Q1009

3R1M 

2017-01-10 2018-09-14 1 

广东中鉴认证有限责

任公司 

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 

0070417E2004

8R1M 

2017-01-10 2018-09-14 1 

合计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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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表彰奖励 

表彰单位 荣誉信息 表彰时间 条数 

-- -- -- -- 

合计 -- -- 0 

 

4-4 行政处罚记录 

处罚机构 -- 

处罚决定文书号 -- 

违法行为 -- 

处罚日期 -- 

处罚决定 -- 

处罚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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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政府信用评价 

评价单位 信用等级描述 评价结果 年份 

税务部门 纳税信用等级 A 2014、2015 

海关部门 海关信用等级 B（一般信用企业） -- 

 

4-6 法院记录概要 

法院记录 条数 

被执行记录 1 

失信被执行人记录 0 

强制执行记录 0 

备注：此部分内容为金科发现相应记录的总条数。 

 

4-7 民事判决记录 

立案法院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立案日期 2015-05-19 

案由 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 

诉讼地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案号 （2015）沪知民终字第 178 号 

审判程序 民事二审 

诉讼标的 -- 

诉讼标的金额（元） -- 

结案方式 民事裁定书 

判决/调解生效日期 2015-06-02 

判决/调解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立案法院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立案日期 -- 

案由 劳动争议 

诉讼地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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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 （2015）二中民终字第 02611 号 

审判程序 民事二审 

诉讼标的 -- 

诉讼标的金额（元） -- 

结案方式 民事判决书 

判决/调解生效日期 2015-02-27 

判决/调解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立案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立案日期 -- 

案由 劳动争议 

诉讼地位 被告 

案号 （2014）东民初字第 11471 号 

审判程序 民事一审 

诉讼标的 -- 

诉讼标的金额（元） -- 

结案方式 民事判决书 

判决/调解生效日期 2014-12-11 

判决/调解结果 一、确认原告李婧自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期间与被告地 XXX 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地 XXX 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李婧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人民币一百九十三元一角； 

三、驳回原告李婧的其它诉讼请求。 

 

备注：此部分内容只显示近三年的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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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被执行记录 

执行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立案日期 2015-03-11 

案号 (2015)东执字第 01211 号 

执行标的 198.1(元) 

 

备注：此部分内容只显示近三年的相关记录。 

 

4-9 失信被执行人记录 

法定代表人 -- 

执行法院 -- 

省份 -- 

案号 --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 

-- 

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

体情形 

-- 

发布时间 -- 

 

备注：此部分内容只显示近三年的相关记录。 

 

4-10 强制执行记录 

执行法院：-- 立案日期：-- 

执行案由：-- 案号：-- 

申请执行标的：-- 申请执行标的金额（元）：-- 

案件状态：-- 结案方式：-- 

已执行标的：-- 已执行标的金额：-- 

 

备注：此部分内容只显示近三年的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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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税费缴纳记录 

税费种类 统计单位 缴费状态 累计欠费金额 统计日期 

社会保险 人社局 -- -- -- 

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 

-- -- -- 

通信费 移动/电信/联通 -- -- -- 

水电费 水电公司 -- -- -- 

 

4-12 欠税记录 

主管税务机关 欠税税种 欠税总金额（元） 欠税公告日期 是否有 

-- -- -- -- 没有 

 

4-13 拥有专利信息 

专利类型 条数（条） 

实用新型 0 

外观设计 0 

合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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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业/媒体评价信息 

5-1 行业协会（社会组织）评价 

评价性质 评价信息 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 合计数量（条） 

正面 -- -- -- -- 

合计 -- -- -- 0 

 

评价性质 评价信息 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 合计数量（条） 

负面 -- -- -- -- 

合计 -- -- -- 0 

 

5-2 媒体披露 

信息分类 披露信息 发布媒体 发布时间 合计数量（条） 

正面 中 高 端 女 装 大

PK，XX 时尚毛利

率占优 

网易新闻 2015-11-20 1 

合计 -- -- -- 1 

 

信息分类 披露信息 发布媒体 发布时间 合计数量（条） 

负面 -- -- -- -- 

合计 -- -- -- 0 

 

5-3 第三方信用管理机构评价（征信机构评价） 

机构名称 信用等级 评价性质 评价年份 

-- -- -- -- 

 

备注：A/AA/AAA 为良好；BB/BBB 为一般；B/C/CC/CCC 为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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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信贷信息记录 

6-1 当前负债信息概要 

由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债务汇总 欠息总额 垫款总额 

笔数 余额 最后一次处置完成日期 笔数 余额（元） 笔数 余额（元） 

-- -- -- -- -- -- -- 

 

由担保公司代偿的债务 由保险公司代偿的债务 

笔数 余额 最后一次还款日期 笔数 余额 最近一次还款日期） 

-- -- -- -- -- -- 

 

借贷方式 

正常类汇总 关注类汇总 不良类汇总 合计 

笔数 余额 笔数 余额 笔数 余额 笔数 余额 

贷款 -- -- -- -- -- -- -- -- 

贸易融资 -- -- -- -- -- -- -- -- 

保理 -- -- -- -- -- -- -- -- 

票据贴现 -- -- -- -- -- -- -- -- 

银 行 承 兑

汇票 

-- -- -- -- -- -- -- -- 

信用证 -- -- -- -- -- -- -- -- 

保函 -- -- -- -- -- -- -- -- 

合计  -- -- -- -- -- -- -- 

不良比率 -- 

备注：正常类指债权银行内部五级分类为“正常”的债务； 

关注类指债权银行内部五级分类为“关注”的债务； 

不良类指债权银行内部五级分类为“次级”、“可疑”、“损失”的债务。 

不良比率=不良类汇总余额÷余额汇总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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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对外担保信息概要 

种类 笔数（笔） 担保金额（元） 不良比率合计（%） 

保证汇总 -- -- -- 

 抵押汇总 -- -- 

质押汇总 -- -- 

备注：由于 6-1、6-2 信息来自于人民银行，本部分信息人民银行暂未对征信机构开放，故此暂时

缺失。 

 

7、商务行为记录 

7-1 合作方评价信息 

合作方名称 与主体关系 合作状态 结算方式 信誉评价 主观评价 

上海 XXX 服饰有限公司 供应商 正常 给予授信 中评 他们受目

标公司委

托加工服

饰 

大连 XXX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商 正常 -- 中评 -- 

上海 XXX 制衣有限公司 供应商 正常 -- 好评 受目标公

司委托加

工服饰 

东莞市 XXX 制衣有限公司 供应商 正常 给予授信 好评 -- 

上海 XXX 服饰有限公司 供应商 正常 给予授信 好评 -- 

上海 XXX 实业有限公司 供应商 -- -- -- -- 

长沙 XXXX 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 正常 给予授信 好评 代理销售

目标公司

服饰 

陕西 XXXX 限责任公司 客户 正常 给予授信 中评 -- 

内蒙 XXXXX 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 -- -- -- -- 

郑州 XXXXX 有限公司 客户 -- -- 中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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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电商平台交易信用记录 

来源（网址） 信用等级 等级描述 

https://xxxx.tmall.com/ 4.8 良好 

 

7-3 互联网金融平台信用记录 

来源（网址） 信用等级 正面信息条数 负面信息条数 

-- -- -- -- 

 

7-4.消费者满意度记录 

来源（网址） 综合评分 评分细则 相比行业 

商品 服务 时效 商品 服务 时效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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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加内容 

附加内容 

1. 对信息主体的简单评价。 

地 XXXX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注册资本为 34000 万元，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主要

从事中高端品牌女装相关的设计、推广和销售业务。目标公司目前拥有“DAZZLE”、“DIAMOND 

DAZZLE”和“d’zzit”三个自有品牌，走国内中高端市场，品牌知名度较高。目标公司的终

端销售网络已覆盖全国 30 多个省级行政区域，其销售区域较广。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目

标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3.09 亿元，净资产为 6.93 亿元，2016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15.30 亿元，

净利润 2.88 亿元。 

2. 对信息主体的财务评价。 

目标公司 2016 年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1.56、1.17，处于正常水平，表明公司的短期

偿还能力正常。目标公司 2016 年的资产负债率为 47.03%，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显示公司的负

债压力不大，资产负债结构保持在合理范畴。目标公司 2016 年的应收账款平均周转天数为 11

天，短于行业平均周转天数，表明公司的回款速度较快。综合来看，目标公司的偿还能力良好。 

对比目标公司近三年的销售收入看，目标公司近年的业务发展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其中 2016

年的销售收入为 15.30 亿元，同比 2015 年下滑 2.0%。各项收益指标显示，目标公司近三年连

续盈利，且各项利润率处于行业的较高水平，表明公司的利润空间较广。综合来看，目标公司

的经营能力较理想。 

3. 信用额度建议。 

  XXXXXXXXX 元 



 
 
 

 

---------------------------------------------------------------------------------------------------- 

本报告可以作为信息主体的信用参考依据，提供给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商事主体在开展相关工作时使用，不得用

作法律诉讼的依据。未经金科同意或授权，不得向第三人透露本报告任何内容。在任何情况下，对由于使用报告所

造成的损失，金科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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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信用等级说明 

信用等级 信用等级含义 

AAA 级 短期债务的支付能力和长期债务的偿还能力具有最大保障；经营处于良性循环状

态，不确定因素对经营与发展的影响最小。 

AA 级 短期债务的支付能力和长期债务的偿还能力很强；经营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不确

定因素对经营与发展的影响很小。 

A 级 短期债务的支付能力和长期债务的偿还能力较强；企业经营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未来经营与发展易受企业内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会产生

波动。 

BBB 级 短期债务的支付能力和长期债务偿还能力一般，目前对本息的保障尚属适当；企

业经营处于良性循环状态，未来经营与发展受企业内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盈

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会有较大波动，约定的条件可能不足以保障本息的安全。 

BB 级 短期债务支付能力和长期债务偿还能力较弱；企业经营与发展状况不佳，支付能

力不稳定，有一定风险。 

B 级 短期债务支付能力和长期债务偿还能力较差；受内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企业经

营较困难，支付能力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较大。 

CCC 级 短期债务支付能力和长期债务偿还能力很差；受内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企业经

营困难，支付能力很困难，风险很大。 

CC 级 短期债务的支付能力和长期债务的偿还能力严重不足；经营状况差，促使企业经

营及发展走向良性循环状态的内外部因素很少，风险极大。 

C 级 短期债务支付困难，长期债务偿还能力极差；企业经营状况一直不好，基本处于

恶性循环状态，促使企业经营及发展走向良性循环状态的内外部因素极少，企业

濒临破产。 

 

 

备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 (银发 [2006] 95 号)规定：借款企业信用等级

分三等九级，即：AAA、AA、A、BBB、BB、B、CCC、CC、C。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

符号进行微调，表示略高或略低于本等级，但不包括 A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