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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1. 本报告由广东顺德德信行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依据截止报告

时间服务平台系统记录的信息生成。除服务平台特别标注外，信息均由

相关数据提供单位和信息主体提供，服务平台不保证其真实性和准确性，

但承诺在信息汇总、加工、整合的全过程中保持客观、中立的地位。 

2．数据提供单位说明是数据提供单位对报告中的信息记录或对信息

主体所作的补充说明。 

3．服务平台标注是服务平台对报告中的信息记录或对信息主体所作

的说明。 

4．信息主体声明是信息主体对数据提供单位提供的信息记录所作的

简要说明。 

5．本报告仅供金融机构按照与信息主体的约定使用，请妥善保管。

因使用不当而引起纠纷的，服务平台不承担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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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信息 

1. 身份信息 

 

企业名称 佛山市顺德区样本报告公司 

注册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均安居委会百安南路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张德 登记注册号 440681000042746 

注册日期 2006-06-15 有效截止日期 长期 

注册资本币种 人民币 注册资本（万元） 3,000.00 

国税登记号 440681789468888 地税登记号 440606789468888 

组织机构代码证 789468888 所属行业 装备制造 

年检备案年度 2013 年度报告 备案报送日期 2014-04-08 

联系电话 0757-22338888 企业状态 存续 

经营范围 

装备制造；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涉及许可证的必须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 

 

2. 工商变更信息 

变更日

期 

变更类型 变更前信息 变更后信息 

2012-01-01 名称变更 佛山市顺德区样本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样本报告公司 

2012-01-01 出资人变更 广东开元有限公司持股 60%；广

东天天有限公司持股 40% 

广东开元有限公司持股 40% 

广东天天有限公司持股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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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出资人信息 

 

单位：万元  

出资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张三 1500.00 1500.00 

李四 1500.00 1500.00 

 

4. 关联企业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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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概要 

 

信用主体在顺德区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共有 30条提示信息，其中欠税记录 8条，

立案记录 1 条，判决记录 1 条，被执行记录 1 条，行政处罚记录 0 条，社保欠费记

录 10条，水费欠费记录 1条，企业用水记录 6条，许可资质记录 1条，获得荣誉记

录 1条，其它记录 0条。 

目前，报告中共有 0条数据提供单位说明、0条服务平台标注、0条信息主体声

明。 

 

 

 

提示信息 

1. 欠税记录 

欠税日期 欠税类别 税种 补缴日期 欠税金额（元） 

2013-08-01 地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939.89 

2013-08-01 地税 房产税  939.89 

2013-08-01 地税 个人所得税  939.89 

2013-08-01 国税 增值税  628,235.69 

小计    631,055.36 

2013-09-01 地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939.89 

2013-09-01 地税 房产税  939.89 

2013-09-01 地税 个人所得税  939.89 

2013-09-01 国税 增值税   

小计    2,819.67 

合计    633,87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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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事立案记录 

目前仅限顺德区人民法院的已立案未判决记录。 

案号： （2014）佛顺法执字第 1143号 

立案法院：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立案日期： 2014-03-12 

案由： 买卖合同纠纷 

诉讼地位： 被告 诉讼对手：  

诉讼标的金额（元） 1,180,521.20 审判程序: 一审 

 

3. 民事判决记录 

目前仅限顺德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记录。 

案号： （2014）佛顺法执字第 1143号 

立案法院：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立案日期： 2014-03-12 

案由： 买卖合同纠纷 

诉讼地位： 被告 审判程序:  一审 

诉讼标的金额（元） 1,180,521.20 结案方式：  

判决/调解生效日期:  

判决/调解结果：  

 

 

4. 被执行记录 

目前仅限顺德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记录 

金额单位:元 

执行案号： （2014）佛顺法执字第 1143号 

执行依据案号： （2013）京仲裁字第 0333号 

执行法院：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立案日期： 2014-03-12 

执行案由： 仲裁 案件状态： 已经结案 

申请执行标的金额： 35,700.00 已执行标的金额： 35,700.00 

结案方式: 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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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政处罚记录 

行政处罚记录采集的单位范围包括区财税局,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区公安局,

区国税局,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区

人口卫生和药品监督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市场安全监管局部门，数据更

新时间见声明信息。 

处罚机构： 区市场安全监管局 处罚决定书文号： 顺监容罚字【2013】第 76号 

违法行为： 产品包装不合格 处罚日期： 2013-12-21 

处罚决定： 责令改正； 处罚金额（元）： 0 

处 罚 执 行

情况： 

 

 

6. 社会保险欠费记录 

 

欠费期间 欠费类别 欠费金额（元） 

2014-04-14 养老保险欠费 3700.00 

2014-04-14 医疗保险欠费 5600.00 

2014-04-14 失业保险欠费 5400.00 

2014-04-14 工伤保险欠费 1033.00 

2014-04-14 生育保险欠费 503.00 

小计  16236.00 

2014-01-13 工伤保险欠费 7200.00 

2014-01-13 生育保险欠费 1100.00 

2014-01-13 失业保险欠费 1080.00 

2014-01-13 养老保险欠费 2018.00 

2014-01-13 医疗保险欠费 982.00 

小计  12380.00 

合计  28616.00 

 

 

 

7. 水费欠费记录 

缴费月份 用水性质 用户状态 欠费金额(元) 欠费天数 

2014-07-02 工业用水 欠费 30,000.0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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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企业用水记录 

最近半年的用水金额 

缴费月份 用水性质 用水量（立方） 用水金额(元) 

2014-06-02 工业 1000 3000.00 

2014-05-02 工业 900 2700.00 

2014-04-02 工业 1000 3000.00 

2014-03-02 工业 900 2700.00 

2014-02-02 工业 800 2400.00 

2014-01-02 工业 700 2100.00 

 

9. 许可、资质、资格记录 

许可/认定部门 证书名称 认定日期 截止日期 

市场安全监督管理局 取水许可证 2014-02-02 2015-02-02 

 

 

10. 获得荣誉记录 

 

授予机构 荣誉名称 授予日期 截止日期 

市场安全监督管理局 重合同守信用 2014-02-02 2015-02-02 

 

 

 

 

声明信息明细 

1. 数据提供单位说明 

 

内容 报送机构 添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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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平台标注 

内容 添加日期 

  

 

3. 信息主体声明 

 

 

4. 信用数据更新时间说明 

 

来源部门 更新时间 数据范围 

区市场安全监管局 2014-06-22 登记信息、许可信息、处罚信息、荣誉信息 

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 2014-06-23 许可信息、处罚信息、荣誉信息 

区财税局 2014-06-15 登记信息、欠税信息、处罚信息、荣誉信息 

区国家税务局 2014-06-15 登记信息、欠税信息、处罚信息、荣誉信息 

区法院 2014-06-10 立案信息、判决信息、执行信息 

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 2014-06-14 许可信息、处罚信息、荣誉信息 

区公安局 2014-06-15 许可信息、处罚信息、荣誉信息 

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 2014-06-10 许可信息、处罚信息、荣誉信息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4-06-13 许可信息、处罚信息、荣誉信息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4-06-12 许可信息、处罚信息、荣誉信息 

……   

 

内容 添加日期 

本企业于 2014年 1月欠缴社保费用，已于 2月底将交清。 2014-0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