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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未经信用视界书面同意，本报告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部分提供给第三人。 

本报告仅供客户作为信用、保险、营销及其他商业决策时的参考因素之一，不能用于其它用途。信用

视界提供本报告并不意味着为客户的商业风险提供担保,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客户的商业决策所造成的

损失， 无论该商业决策的做出是否参考了本报告所载信息， 信用视界不承担使用者的任何商业风险， 

也不承担由于非控因素和疏忽而引起的相应的损失和损害。 
 

说明 

“-”表示“信息不足”或“没有评价” 

本报告中之金额，除非特别声明，均为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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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记录 

调查开始时间 2020-11-16 

调查结束时间 2020-11-16 

被访问者姓名 工作人员 

联系电话 021-66789124 

调查方式 电话 

调查备注 调研员通过以上电话联系到目标公司，本报告提供的信息部分来自于此。 

订单信息核实 

订单科目 订单信息 核实结果 

企业名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公司 不一致 

中文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新建路 008 号 不一致 

调查说明 

经核实，客户提供的目标公司名称“中国星火化工有限公司”不完整，目标公司完整名称应为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提供的目标公司地址“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新建路 008 号”不准确，经核实，目

标公司准确办公地址及工厂地址可见报告相应模块。 

报告概要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 XINGHUO CHEMICAL INDUSTRY CO.,LTD. (Given by Official Sources) 

企业标签 [高新技术] [进出口权] [发债] [待上市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31314208015W 

工商注册号 562586596314714 

组织机构代码 314208015 

企业状态 营业 

负责人 赵震 

注册资本 2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7-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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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 400 人 (2020-07-03) 

中国 SIC 码 2660 ，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进出口企业代码 2100777798888 

进出口权 自营进出口 

司法记录 216 条 

联络信息 

电话 (86 21) 66789124 

邮箱 lucy.yan@xinghuo.com 

经营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潘川路 1 号（201900）（办公、生产） 

地址产权性质 租用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潘川路 

信用等级 

 

 

格兰德信用等级的含义如下： 

等级 分数 风险水平 建议 

   A  90-100 风险极小 信贷交易可以很宽松 

   B  80-89 风险低于平均水平 可以正常信贷条件与其交易 

   C  60-79 风险属于平均水平 可在密切监控基础上以正常信贷条件与其交易 

C 
A-F(N) 

74 
0-100 

风险水平：风险属于平均水平 

建议：可在密切监控基础上以

正常信贷条件与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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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20-59 风险高于平均水平 尽量避免信贷交易 

   F  <20 风险很大 只在现金基础上与其交易 

   N   无法评定 获取更多信用信息，再进行评定 

 
格兰德在分析目标公司的信用等级时，综合考虑目标公司的财务实力、企业品质、管理因素、运营能力、外部环境

等五个维度: 

 

维度 维度解析 

财务实力 
包括目标企业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等，以及与其所处行业的相应财务指标对比；

此项占分析的比重为 10%-30%。 

企业品质 
目标企业的品质，受交易记录、司法信息、行政监管信息、纳税记录、经营状态等方面影响；此项占分

析的比重为 20%-25%。 

管理因素 包括目标企业股东背景与实力、关联公司背景与实力、管理层经验等；此项占分析的比重为 20%-25%。 

运营能力 
对目标企业当前运营状况的分析，包括企业的经营产品、经营时间、员工规模、知识产权、营业规模等

信息；此项占分析的比重为 20%-25%。 

外部环境 
对目标企业有影响的外部因素进行分析，包括企业所处行业、企业所在区域、竞争对手情况等。此项占

分析的比重为 10%-15%。 

信用额度 

890 万元 

格兰德在计算基础信用额度时假定目标公司平均从多家供应商采购主要商品或服务，主要计算因素包括净资产、总

资产、营业收入、利润和信用风险等级等，没有考虑您与目标公司的具体交易情况。您在进行信贷决策时可参考以

下建议但需根据您的营销策略和信用政策做出适当调整： 

年供货量占目标企业营业收入的比例 建议信用额度 

40% 以上 基础信用额度的 4 倍以上 

30%～40% 基础信用额度的 3~4 倍 

20%～30% 基础信用额度的 2~3 倍 

10%～20% 基础信用额度的 1~2 倍 

10% 以下 基础信用额度以内（同比例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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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指数 

 
付款指数是信用视界基于目标企业自身及其所在行业的多维度信息，利用大数据分析模型，对企业的付款能力进行

的预测。我们参考的信息包括历史付款表现、营收规模、偿债能力、营运能力、资本集中度、政策因素等数十项因

素。最高得分为 100 分，最低为 0 分；分数越高，该企业的付款概率越高；反之，则该企业的违约概率越高。信用

视界不对数据准确、全面、真实性负责，仅供客户参考。 

风险概览 

有利信息 

目标公司股东结构稳定。 

目标公司在海外上市/在国内上市。 

目标公司是新三板企业。 

目标公司成立时间较长，已有 12 年。 

目标公司注册资本较高，达 2.1 亿元。 

目标公司近年注册资本明显增加。 

 

关注信息 

目标公司往年有对美出口业务，可能会受中美贸易战影响。 

目标公司预收、预付账款金额较大，在短期内无法收回和产生效益，挤占了企业的流动资金，存

在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的风险。 

目标公司有 10 条专利已到期。 

目标公司经营期限即将到期。 

目标公司对外投资企业的行业跨度较大。 

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直接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不利信息 

目标公司现在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企业。 

目标公司有涉及民事案件，具体案件内容见本报告相应模块。 

目标公司因登记的场所无法联系而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属于行政监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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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述 

企业风险分析 

目标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5 月，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主要从事化工产品产销业务。目标公司成立时间较

长，在行业中积累较多的经验。目前，目标公司业务规模较大，在行业中的知名度及影响力均较大。同时企业股东

实力强劲，能够为公司提供一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根据目标公司现有的损益表数据来看，目标公司 2019 年的营业收入较 2018 年的有小幅减少，说明其业务拓展情

况稍差。目标公司近两年净利润均为负值，说明其盈利能力较弱，盈利状况亟待改善。 

 

根据目标公司现有的资产负债表数据来看，目标公司 2019 年的总资产周转次数、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均较低，反映

公司的资产运营能力较弱，企业运用各项资产赚取利润的能力较弱。目标公司近两年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100%，

企业已处于资不抵债状态，这表明公司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具有较高的偿债风险，因此建议客户尽量避免与其发

生信用交易。 

 

综合考虑目标公司的规模、背景等方面，我们对目标公司做出了本次的信用评级及额度。 

重要事项 

通过公开渠道获悉目标公司的应收账款质押信息如下： 

出质人：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质权：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支行 

登记证明编号：030308071121 

登记时间：2018-10-24 

登记期限：1 年 

登记到期日：2019-10-23 

主合同号码：2018 年应低风险字第 1121 号 

主合同金额：100,000,000.00 元人民币 

债务履行期限：2018-10-24 至 2019-04-24 

质押合同号码：2018 年东上质字第 112 号 

质押财产价值：100,000,000.00 元人民币 

财务概要（千元） 

财务概要 2018-12-31 2019-12-31 

营业收入 123,157 114,720 

利润总额 -27,527 -15,511 

净利润 -27,527 -15,511 

资产总额 265,675 230,023 

负债 325,439 305,298 

股东权益 -59,764 -75,275 

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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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率(%) -22.35 -13.52 

营运能力  

总资产周转次数 0.46 0.50 

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 122.50 132.72 

发展能力  

营业收入增长率(%) - -6.85 

企业主要相关方信息概要 

 背景方面 

序号 机构名称 关联类型 快速评级 成立时间 营业收入（人民币） 

1 昊华化工有限公司 股东 C 1993-06-10 50-60 亿元 

2 中国红星火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 B 1989-04-03 10-20 亿元 

3 埃木肯公司 股东 - - - 

 运营方面 

序号 机构名称 关联类型 快速评级 成立时间 营业收入（人民币） 

1 
佛山市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 
客户 C 2004-03-26 3,000-5,000 万元 

2 嘉兴克奥化学有限公司 供应商 D 2007-12-13 1,000-2,000 万元 

3 
张家口市新华设备工程有

限公司 
供应商 C 2006-11-30 3,000-5,000 万元 

4 
浙江泰泽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竞争对手 C 2003-06-05 6,000-8,000 万元 

 附属及关联 

序号 机构名称 关联类型 快速评级 成立时间 营业收入（人民币） 

1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工程中心 
分支机构 D 2008-06-23 - 

2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芮城分公司 
分支机构 D 2014-12-22 - 

3 
江西赣江有机硅研究院有

限公司 
参股公司 C 2018-09-15 1,500-1,800 万元 

4 
南通中星工程塑胶有限公

司 
全资公司 D 2013-01-23 1,500-1,800 万元 

5 蓝星成(上海)工程塑料销 控股公司、 D 2018-08-21 1,500-1,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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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有限公司 关联公司 

6 
蓝星成(上海)工程塑料制

造有限公司 
关联公司 C 2018-08-28 5,500-5,800 万元 

7 
南通中星工程塑胶有限公

司 
关联公司 C 2013-01-23 1-2 亿元 

8 
苏州德祥铸造有限责任公

司 
关联公司 B 1998-07-27 3-4 亿元 

 

以上为报告概要，关于目标企业的详尽信息请见以下报告正文。 

 

1. 企业登记信息 

1.1. 注册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31314208015W 

工商注册号 562586596314714 

成立时间 2007-05-19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潘川路 

邮政编码 201800 

注册机关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 赵震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21,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21,000 万元人民币 

最新公示年度 2019 

经营期限 2007-05-19 至永久 

法定经营范围 

化工原料及产品的生产销售（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化工及环保科技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市政工程；工业废水处理

工程；普通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加工、维修、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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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注册变化 

序号 变更日期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1 2014-08-19 经营范围 
化工原料及产品的生产销售（详

见安全生产许可证）；从事货物

化工原料及产品的生产销

售（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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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市政工

程；工业废水处理工程；普通机

械设备及零配件加工、维修、销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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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及环保科技领域内从

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市

政工程；工业废水处理工

程；普通机械设备及零配件

加工、维修、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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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3-11-04 经营范围 

化工原料及产品的生产销售（详

见安全生产许可证）；市政工程；

工业废水处理工程；普通机械设

备及零配件加工、维修、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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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原料及产品的生产销

售（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市政工程；工业废水

处理工程；普通机械设备及

零配件加工、维修、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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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07 法定代表人 李刚 赵震 

4 2011-04-07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纬三路 1 号 上海市宝山区潘川路 

5 2008-08-26 股东 
昊华化工有限公司，中国红星火

股份有限公司，李刚 

昊华化工有限公司，中国红

星火股份有限公司，李刚，

埃木肯公司，牟怡 

6 2008-08-26 注册资本 6930 万元 21000 万元 

1.3. 发展历程 

2018-07-26 目标公司获得 A 轮融资。 

2007-05-19 目标公司成立。 

1.4. 股东股权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币种 出资方式 到位率(%) 股东国别 

1 
昊华化工有限

公司 
71.43 15,000 人民币 货币 100 中国 

2 
中国红星火股

份有限公司 
9.52 2,000 人民币 货币 100 中国 

3 李刚 7.14 1,500 人民币 货币 100 中国 

4 埃木肯公司 7.14 1,500 人民币 货币 100 美国 

5 牟怡 4.77 1,000 人民币 货币 100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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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0 21,000     

1.5. 法人股东详细信息 

名称 昊华化工有限公司 

国别地区 中国 

法定代表人 高伟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6259C 

成立时间 1993-06-10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状态 营业 

营业收入 50-60 亿元人民币 

快速评级 C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营二路 9 号 

注册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营范围 

研发精细新材料、化工仪器设备及产品；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咨询；

化工产品、工艺流程设计；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精细新

材料、化工仪器设备；建筑材料、机电产品、涂料、功能性材料、胶粘剂；专业承包。（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名称 中国红星火股份有限公司 

国别地区 中国 

法定代表人 郝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92568 

成立时间 1989-04-03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注册资本 1,816,886.9029 万元人民币 

企业状态 营业 

营业收入 10-20 亿元人民币 

快速评级 C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路 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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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营范围 

研究、开发化工新材料、化学清洗、防腐、水处理技术和精细化工产品；研究、制造、应用

反渗透膜及其设备；推广转让技术，承揽国内外各种清洗业务；自动化工程设计、应用、服

务；自营及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承包境外化工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咨询服务、房屋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名称 埃木肯公司 

国别地区 美国 

1.6. 疑似实际控制人 

姓名/名称 张昊 

1.7. 股东链信息 

序号 最终控股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张昊 货币 55 

 

最终控股股东名称 张昊 

国别地区 中国 

股东类型 自然人 

出资方式 货币 

出资比例（%） 55 

出资链 
张昊（55.00%）--昊华集团有限公司（100%）--昊华化工有限公司（71.43%）--中国星火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8. 最终受益人 

序号 最终受益人名称 持股比例 股权链 

1 张昊 43.1738 

股权路径 1（占比约 39.2865%） 

张昊
55%

>昊华集团有限公司
100%

>昊华化工有限公司
71.4

3%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路径 2（占比约 3.8873%） 

张昊
40.8333%

>中国红星火股份有限公司
9.52%

>中国星火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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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 

1.9. 企业分支机构 

序号 
机构名称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附属机构类型 企业状态 负责人 成立时间 

1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工程中心 

（725148963258741963） 
分支机构 营业 毛群 2008-06-23 

2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芮城分公司 

（147258369147258369） 
分支机构 营业 庞琳琳 2014-12-22 

1.10. 企业对外投资 

 全资公司 

序号 

企业（机构）名称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快 速

评级 

企 业

状态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出 资 比

例（%） 

营业收入（人

民币） 

1 
南通中星工程塑胶有限公司 

（789456123789456123） 
D 营业 2013-01-23 

3,091.154

万元人民币 
100.00 

1,500-1,800

万元 

 控股公司 

序号 

企业（机构）名称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快 速

评级 

企 业

状态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出资比例

（%） 

营业收入（人

民币） 

1 
蓝星成(上海)工程塑料销售

有限公司 
D 营业 2018-08-21 

8,000 万元人

民币 
85.00 

1,500-1,800

万元 

 参股公司 

序号 

企业（机构）名称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快 速

评级 

企 业

状态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出资比例

（%） 

营业收入（人

民币） 

1 

江西赣江有机硅研究院有限

公司 

（741852963741852963） 

C 营业 2018-09-15 
5,000 万元人

民币 
30.00 

1,500-1,800

万元 

2. 主要管理人员 

2.1. 法定代表人背景/信息 

姓名 赵震 

国别地区 中国 

职务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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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行业经验 20 年 

管理经验 15 年 

其他信息 曾任上海市化工协会副会长、山东中星工程塑胶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2.2. 法定代表人名下公司（共 7 条） 

法定代表人 赵震 共对外投资 1 家企业、在外任职 4 家企业。 

序号 
企业（机构）名称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

人 
关联类型 企业状态 成立时间 快速评级 

1 

蓝星成(上海)工程塑料销售有

限公司

（123456789123456789） 

否 
任职（董事

长） 
营业 2018-08-21 D 

2 

蓝星成(上海)工程塑料制造有

限公司

（123456789987654321） 

否 
任职（副董

事长） 
营业 2018-08-28 C 

3 
南通中星工程塑胶有限公司

（123456789678912345） 
否 

任职（执行

董事） 
营业 2013-01-23 C 

4 
苏州德祥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543216789678912345） 
是 

任职（董事

长）；投资 

(51%) 

营业 1998-07-27 B 

2.3. 高管人员信息 

序号 姓名 职位 名下公司数量 

1 赵震 董事长 5 

2 庞琳琳 总经理 3 

 管理人员详细信息 

姓名 庞琳琳 

国别地区 中国 

职务 总经理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行业经验 17 年 

管理经验 13 年 

2.4. 董监事会成员 

序号 姓名 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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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震 董事长 

2 SAITO TOMO 董事 

3 刘萍 董事 

4 沈晓 监事 

5 徐晋 监事 

3. 司法信息 

截止报告完成日，我们通过查询中国法院网、目标企业所在地法院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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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现目标企业 216 条司法记录。 
 

 

3.1. 失信被执行人（共 2 条） 

被执行人姓名或名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法院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执行案号 (2016)沪 0202 执 389 号 

具体日期 2016-04-15 

执行状态 全部未履行 

执行内容 对上海市宝山区环境保护局作出的沪环法（2015）第 14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准予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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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姓名或名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历史失信被执行人] 

执行法院 上海市人民法院 

执行案号 (2015)沪法执字第 201 号 

日期类别 立案时间 

具体日期 2015-01-20 

执行状态 已履行 

执行内容 给付案件款及案件受理费合计 32247.44 元 

3.2. 执行公开信息（共 1 条） 

截止报告完成日，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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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现被调查公司被执行人总金额为 111,619.6 元。 

被执行人姓名或名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历史执行公开信息] 

执行法院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类型 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案号 （2013）沪中法执字第 583 号 

立案时间 2013-05-27 

执行状态 已执行 

执行内容 执行标的:111619.6 

金额（元） 111619.6 

币种 人民币 

3.3. 终本案件 

被执行人姓名或名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法院 哈密垦区人民法院 

案号 (2018)兵 1202 执 38 号 

立案时间 2018-01-11 

终本日期 2018-09-25 

执行标的（元） 66725 

未履行金额（元） 6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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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民商事审判流程（共 3 条） 

当事人姓名或名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案号 （2018）沪民催字第 29 号 

诉讼地位 被告 

审理机关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日期类别 开庭时间 

具体日期 2018-06-09 

涉案事由 供用电合同纠纷 

3.5. 民商事裁判文书（共 115 条） 

当事人姓名或名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案号 （2018）黑民终 563 号 

案件分类 购销合同 

审理机关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法院类型 高级人民法院 

涉案事由 买卖合同纠纷 

原告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通安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 河南敬业矿业有限公司 

涉案金额（元） 0 

诉讼地位 上诉人 

审理日期 2018-11-28 

结案时间 2018-11-28 

判决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101,172 元，由通安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53,586 元，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负担 53,586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报告正文默认显示目标企业的最新 10 条信息，查看更多信息可见报告附件。 

3.6. 法院公告（共 20 条） 

公告类型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公诉人/原告/上诉人/申请人 李飞 

被告人/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人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 / 56 

案由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2019）京 01 民初 497 号原告李飞

诉被告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北京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公告人 北京市人民法院 

公布日期 2020-08-15 

3.7. 立案信息（共 13 条） 

案号 (2019)粤 03 民终 66 号 1 

公诉人/原告/上诉人/申请人 王海 

被告人/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人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案件状态 审理 

立案日期 2019-03-06 

 

案号 (2019)沪 06 民初 14 号 

公诉人/原告/上诉人/申请人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人/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人 邵晓 

法院 上海市最高人民法院 

案件状态 审理 

立案日期 2019-05-20 

3.8. 司法拍卖 

序号 标题 起拍价（元） 结束价（元） 类型 拍卖状态 

1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名下部分

机器设备项目 

200 万元 215 万元 设备 已结束 

 

标题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名下部分机器设备项目 

开拍时间 2015-05-03 

结束时间 2015-06-02 

公布时间 2015-07-02 

起拍价（元） 200 万元 

结束价（元） 2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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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价（元） 220 万元 

类型 设备 

拍卖状态 已结束 

处置单位 上海兰星化工总公司 

3.9. 行政违法记录 

当事人姓名或名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案号 （2016）沪 0202 行审 9 号 

执法/复议/审判机

关/信息来源机构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违法事由 非诉行政行为申请执行审查案件 

行政执法结果 对上海市宝山区环境保护局作出的齐环法(2015)第 166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准予强制执行。 

具体日期 2016-06-20 

4. 企业经营信息 

4.1. 主营业务 

主营业务概要 专用化学品等的生产、销售 

产品与服务 

目标公司主要从事专用化学品等的生产、销售业务。据了解，专用化学品的产销是目标公司

的主要业务板块及发展支柱，以纺织化学品为主，兼有皮革化学品、有机硅涂层及功能整理

剂、防水剂和涂层整理剂、合成革涂层材料等，主要应用于纺织整染、皮革制造等领域。 目

标公司下属企业的业务也涉及石油化工品如异辛烷、农牧食品等的产销等领域。 

生产信息 据了解，目标公司纺化助剂的年产量可达 11000 吨以上。 

4.2. 经营场所 

经营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潘川路 1 号（办公、生产） 

电话 ( 86 21 ) 66789124 

邮箱 lucy.yan@xinghuo.com 

邮编 201900 

所在区域环境 主要工业区 

使用面积 50000 平方米 

产权性质 租赁 

地点描述 
该地处于化工工业区域，临近蕴川公路（S127）、沪太公路（S126）、宝钱公路（S321），

交通较为便利，周边环境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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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销售信息 

区域 销售商品 客户类型 
客 户 数

量 
付款条件 销售区域 占比（%） 

国内 化工产品 生产企业及贸易商 30 
立即付款、信用付

款等 
全国各地 90 

国外 化工产品 生产企业及贸易商 10 电汇、信用证等 
欧美等国

家及地区 
10 

 

其他信息 
据介绍，目标公司的业务在国内外市场均有开展，主要集中在国内市场，其销售模式一般为直

销或代销，下游客户主要为生产企业及贸易商，公司成立时间较长，其销售渠道较为稳定。 

4.4. 客户信息 

序号 客户名称 企业性质 国别地区 快速评级 

1 佛山市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中国 C 

 

客户名称 佛山市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国别地区 中国 

法定代表人 贾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60515930X 

成立时间 2004-03-26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83,333.33 万元人民币 

快速评级 C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东罗路 818 号 

营业收入 3,000-5,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各类材质包装制品设计、销售；各种材质包装材料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包装

装潢印刷；投资咨询，在包装材料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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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竞争者信息 

序号 名称 企业性质 国别地区 快速评级 

1 浙江泰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中国 C 

 

名称 浙江泰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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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地区 中国 

法定代表人 江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5214857216325148W 

成立时间 2003-06-05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快速评级 C 

营业收入 6000-8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安全生产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许可证范围发电业务，供热；(以上项

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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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采购信息 

区域 采购商品 供应商数量 付款条件 采购区域 占比（%） 

国内 
化工原材料、生产设备、

办公用品等 
50 

立即付款、预付款、按

合同付款等 
华东、华北等地区 90 

国外 化工原材料等 10 电汇、信用证等 
东南亚、荷兰等国家

及地区 
10 

 

其他信息 
据介绍，目标公司生产所需的大部分原料及设备主要在国内采购，采购区域主要集中在华东、

华北等地区，小部分原料从东南亚、荷兰等国家及地区进口，其采购渠道较为稳定。 

4.7. 供应商信息 

序号 名称 企业性质 国别地区 快速评级 

1 嘉兴克奥化学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中国 D 

2 张家口市新华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中国 C 

 

名称 嘉兴克奥化学有限公司 

国别地区 中国 

法定代表人 王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25986247901A 

成立时间 2007-12-13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嘉兴港区外环路 6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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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7,780 万元美元 

营业收入 1,000-2,000 万元人民币 

快速评级 D 

主营业务 

一乙醇胺、二乙醇胺、三乙醇胺、丙烯酸羟乙酯、丙烯酸羟丙酯、N-甲基单乙醇胺、N-甲

基二乙醇胺和 N.N-二甲基乙醇胺和一异丙醇胺、二异丙醇胺和三异丙醇胺的生产销售，化

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 

 

名称 张家口市新华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国别地区 中国 

法定代表人 邓云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7057965639528 

成立时间 2006-11-30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张家口宣化区胜利北路 69 号 

注册资本 1,2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收入 3,000-5,000 万元人民币 

快速评级 C 

主营业务 

各种除尘设备的生产，冶金设备、钢包、铁包、铁水罐及普通设备、金属构件的设计、制造、

安装；技术咨询，管道配件（不含压力管道及配件）；电机的修理；五金机电、建材、化工

产品（不含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的销售；图纸转化、技术、信息服务；小型土

建（不含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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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供应商信用记录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品名称 合作时间 付款及时性 

1 嘉兴克奥化学有限公司 乙醇胺 长期合作 目标公司付款及时 

2 张家口市新华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转炉烟道系统 一次性合作 目标公司付款拖欠 

 

供应商名称 嘉兴克奥化学有限公司 

国家地区 中国 

供应商品名称 乙醇胺 

合作时间 长期 

付款及时性 目标公司付款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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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条件 预付款 

访问时间 2020-07-03 

被访者职务 工作人员 

被访者电话 0573-85589528 

被访者评价 对方表示目标公司是其客户之一,并表示合作期间信用良好,付款基本及时。 

 

供应商名称 张家口市新华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国家地区 中国 

供应商品名称 转炉烟道系统 

合作时间 一次性合作 

付款及时性 目标公司付款拖欠 

合作条件 分期付款 

访问时间 2020-07-03 

被访者职务 工作人员 

被访者电话 0313-3158529 

被访者评价 
该公司人员表示目标公司是其客户之一，合作期间，目标公司付款拖欠，目前仍有部分款项

未结清。 

4.9. 银行信息 

 往来银行 

序号 银行名称 被访问者姓名 贷款总额 信用额度 

1 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市南支行 工作人员 - - 

 

银行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市南支行 

银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是否基本账户行 是 

银行账号（人民币） 625983652 

被访问者姓名 工作人员 

被访问者电话 0532-99568231 

被访问时间 2020-07-03 

被访问者评价 该行工作人员确认目标公司在其行开户，并已核对账号准确，可正常进行收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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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产记录 

序号 登记日期 其他信息 

1 2019-05-02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目标公司申请破产。 

 置留权记录 

序号 登记日期 其他信息 

1 2019-03-01 房屋置留权登记 

 担保情况 

序号 对外担保金额 接受担保金额 币种 

1 23,500 0 人民币 

4.10. 电费缴费记录（共 6 条） 

时间 用电量（度） 备注 

2019 年 01 月 25,834 预付费，缴费正常 

2019 年 02 月 35,826 预付费，缴费正常 

2019 年 03 月 38,542 余额不足，未及时缴费 

2019 年 04 月 46,256 余额不足，未及时缴费 

2019 年 05 月 47,529 余额不足，未及时缴费 

2019 年 06 月 25,631 欠费缴清 

 

分析 目标公司 2019 年 06 月用电量明显下降，可能其当月生产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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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业资质与动态 

5.1. 商标（共 58 条） 

序号 商标名称 商标图形 商标注册号 国际分类号 商标状态 注册国别 

1 水晶 

 

7154390 16 商标无效 中国 

2 XPLORE 

 

5309739 16 去国际注册中 中国 

3 东帆 

 

1322908 16 
许可合同备案完

成 
中国 

4 图形 

 

1452751 16 补发注册证完成 中国 

5 图形 

 

6217960 35 商标已注册 中国 

6 SD;神盾 

 

3643669 16 商标续展完成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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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PACE 

SHUTTLE 
 

1624714 16 商标续展完成 中国 

8 太空梭 

 

1340462 16 商标续展完成 中国 

9 亮冠 

 

1287985 16 商标续展完成 中国 

10 太空梭 

 

10929961 16 商标已注册 中国 

本报告默认显示目标企业的最新 10 条信息，若需查看全部请访问。信用视界 

5.2. 专利（共 8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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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公司以"G01 一种对拉螺栓套件及安装墙体模板的方法"为研发重点。 

序号 专利名称 
专 利 类

型 

案 件 状

态 
申请号/专利号 申请日 分类号 

公开（公告）

号 

1 一种贴补强机 发明 公开 
CN20191003

5750.0 
2019-01-15 

H05K3/00(2

006.01)I 

CN1080244

52A 

2 
一种蚀刻钢片

的贴合方法 
发明 公开 

CN20191001

5144.2 
2019-01-08 

H05K3/00(2

006.01)I 

CN1079957

91A 

3 

一种 FPC 补强

板生产工艺及

其产品 

发明 公开 
CN20181140

6068.X 
2018-12-22 

H05K3/00(2

006.01)I; H0

5K1/02(200

6.01)I 

CN1079690

73A 

4 一种补强片编 实 用 新 授权 CN20162105 2016-09-13 B65H54/58 CN206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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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收料装置 型 3729.6 (2006.01)I 75U 

5 
一种补强片编

带收料装置 
发明 公开 

CN20161082

1460.X 
2016-09-13 

B65H54/58

(2006.01)I 

CN1064296

24A 

6 

设有板材送料

装置的 FPC 钢

片生产机 

实 用 新

型 
授权 

CN20132019

7148.1 
2013-04-15 

B21D43/13

(2006.01)I 

CN2031844

91U 

7 

一种设有进料

调整装置的自

动开料机 

实 用 新

型 
授权 

CN20132019

7409.X 
2013-04-15 

B21D43/09

(2006.01)I; 

B21D28/02

(2006.01)I 

CN2031844

86U 

8 

设有薄膜进料

装置的 FPC 钢

片生产机 

实 用 新

型 
授权 

CN20132019

7149.6 
2013-04-15 

B65H18/08

(2006.01)I; 

B65H23/00

(2006.01)I; 

B30B15/30

(2006.01)I 

CN2032469

22U 

9 
一种 FPC 电路

板自动吹尘机 

实 用 新

型 
授权 

CN20132019

7366.5 
2013-04-15 

B08B5/02(2

006.01)I; B0

8B15/04(20

06.01)I 

CN2032451

51U 

10 

设有薄膜剪料

装置的 FPC 钢

片生产机 

实 用 新

型 
授权 

CN20132019

7365.0 
2013-04-15 

B65H35/06

(2006.01)I 

CN2032469

45U 

报告默认最多显示最新 10 条，若需查看全部请访问。信用视界 

5.3. 著作权（共 9 条） 

序号 著作权信息 注册号 分类 

1 金东浆线生产制造执行管理系统 2012SR122686 30219-2200 

2 金东生产制造执行管理系统 2011SR032760 30000-2200 

3 令包装机 S7-PLC 控制程序 2009SR027446 66000-2800 

4 物流集装箱管理系统 2009SR019392 65000-2200 

5 
复卷机接纸装置控制程序简称 BSP(Butt splice Progr

am)  V1.0 
2009SR10078 66000-2800 

6 提案留言管理系统简称 OTMSV2.5 2009SR04222 65000-2800 

7 生产执行管理系统软件 V2.51 简称 PEMS 2008SR26907 66000-2800 

8 锥形磨浆线控制程序  V1.0 简称 NBKP-SW 2008SR26908 6600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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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M AIR TURN DCS 控制程序简称 AIR-SW  V1.0 2008SR08876 66000-2800 

10 金东浆线生产制造执行管理系统 2012SR122686 30219-2200 

报告默认最多显示最新 10 条，若需查看全部请访问。信用视界 

5.4. 认证信息（共 17 条） 

序号 证书类别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截止日期 证书状态 

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9000） 
02215Q2031R0L 2015-04-02 2028-04-01 有效 

2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01013E10194R0L 2013-12-06 2026-12-05 有效 

3 
中国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 
01013S10157R0L 2013-12-06 2026-12-05 有效 

4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9000） 
01013Q10511R5L 2013-11-15 2026-11-14 有效 

5 测量管理体系 
CMS[2010]1033

号 
2010-11-08 2025-11-07 有效 

6 测量管理体系 
CMS 辽[2010]AAA

1033 
2010-11-08 2025-11-07 有效 

7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9000） 
01010Q10473R4L 2010-11-17 2023-11-16 有效 

8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01010E10123R1L 2010-11-17 2023-11-16 有效 

9 
中国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 
01010S10091R1L 2010-11-17 2023-11-16 有效 

10 测量管理体系 
CMS 辽[2015]AAA

1033 
2015-11-03 2020-11-02 有效 

本报告正文默认显示目标企业的最新 10 条信息，查看更多信息可见报告附件。 

5.5. 进出口权 

进出口权 自营进出口 

5.6. 海关评级 

序号 海关评级 海关编码 经营类别 报关有效期 获取时间 

1 高级认证企业 440166K01X 
特殊监管区双重身份

企业 
2020-09-09 2019-09-29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根据企业信用状况将企业认定为：高级认证企业、一般认证企业、一般信用企业、失

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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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进出口记录 

注：以下数据信息来源于第三方报关服务平台，不排除数据存在收录不完整或不准确等情况，仅供参考。 

 进出口年度记录 

近年进口情况汇总（千，美元）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进口国-TOP5 进口金额 进口国-TOP5 进口金额 进口国-TOP5 进口金额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2,832 萨摩亚 2,685 美国 2,711 

加拿大 451 帕劳 264 奥地利 168 

美国 321 基里巴斯 258 埃塞俄比亚 105 

奥地利 229 密克罗尼西亚 242 帕劳 99 

埃塞俄比亚 195 瑙鲁 126 基里巴斯 85 

其他 1,123 其他 1,095 其他 1,105 

进口总金额 5,151 进口总金额 4,670 进口总金额 4,273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进口商品-TOP5 进口金额 进口商品-TOP5 进口金额 进口商品-TOP5 进口金额 

【1】最大截面尺寸

不超过 6 毫米的精炼

铜... 

2,800 可编程序控制器 2,355 

【1】最大截面尺寸不

超过 6 毫米的精炼

铜... 

1,795 

聚乙烯，比重在 0.94

及以上 
823 

其他电量计（包括它

们的校准仪表） 
870 

其他电量计（包括它

们的校准仪表） 
974 

绳或缆的制造机器 425 

【1】最大截面尺寸不

超过 6 毫米的精炼

铜... 

358 
聚乙烯，比重在 0.94

及以上 
755 

聚 乙 烯 ， 比 重小 于

0.94 
203 

聚乙烯，比重在 0.94

及以上 
248 绳或缆的制造机器 501 

- 182 绳或缆的制造机器 125 
聚乙烯，比重在 0.94

及以上 
155 

其他 718 其他 714 其他 93 

进口总金额 5,151 进口总金额 4,670 进口总金额 4,273 

备注： 

[1] 全名：最大截面尺寸不超过 6 毫米的精炼铜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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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标公司 2017 年的主要进口国家变动较大，进口国家从“基里巴斯”、“萨摩亚”、“帕劳”、“瑙鲁”、“密

克罗尼西亚”变为“美国”、“埃塞俄比亚”、“奥地利”、“加拿大”、“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近年出口情况汇总（千，美元） 

其他

埃塞俄比亚

奥地利

美国

加拿大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2017进口国金额

其他

-

聚乙烯，比重小于0.94

绳或缆的制造机器

聚乙烯，比重在0.94…

【1】最大截面尺寸…

2017进口商品金额

其他

瑙鲁

密克罗尼西亚

基里巴斯

帕劳

萨摩亚

2016进口国金额

其他

绳或缆的制造机器

聚乙烯，比重在0.94…

【2】最大截面尺寸…

其他电量计（包括它…

可编程序控制器

2016进口商品金额

其他

基里巴斯

帕劳

埃塞俄比亚

奥地利

美国

2015进口国金额

其他

聚乙烯，比重在0.94…

绳或缆的制造机器

聚乙烯，比重在0.94…

其他电量计（包括它…

【3】最大截面尺寸…

2015进口商品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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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出口国-TOP5 出口金额 出口国-TOP5 出口金额 出口国-TOP5 出口金额 

俄罗斯联邦 1,897 俄罗斯联邦 1,098 印度 1,756 

越南 414 越南 768 土耳其 485 

印度 317 印度 429 马来西亚 126 

土耳其 270 土耳其 202 俄罗斯联邦 85 

马来西亚 22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64 越南 78 

其他 171 其他 127 其他 152 

出口总金额 3,294 出口总金额 2,788 出口总金额 2,682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出口商品-TOP5 出口金额 出口商品-TOP5 出口金额 出口商品-TOP5 出口金额 

【1】其他叉车及有

升降或搬运装置的工

作... 

1,609 

【1】其他叉车及有升

降 或 搬 运 装 置 的 工

作... 

1,745 

【2】其他机动叉车及

有 升 降 或 搬 运 装 置

的... 

1,754 

【2】其他机动叉车

及有升降或搬运装置

的... 

777 

【3】其他电动机推动

的 机 动 叉 车 或 升 降

搬... 

632 

【5】其他机器及机械

器 具 （ 具 有 独 立 功

能... 

302 

【3】其他电动机推

动的机动叉车或升降

搬... 

355 

【2】其他机动叉车及

有 升 降 或 搬 运 装 置

的... 

143 
挂车、半挂车及非机

动车用零件 
154 

【4】其他钢铁结构

体及部件（包括结构

体... 

176 

【5】其他机器及机械

器 具 （ 具 有 独 立 功

能... 

84 

【3】其他电动机推动

的 机 动 叉 车 或 升 降

搬... 

134 

【5】其他机器及机

械器具（具有独立功

能... 

66 
挂车、半挂车及非机

动车用零件 
79 

【4】其他钢铁结构体

及 部 件 （ 包 括 结 构

体... 

89 

其他 311 其他 105 其他 251 

出口总金额 3,294 出口总金额 2,788 出口总金额 2,684 

 
备注： 

[1] 全名：其他叉车及有升降或搬运装置的工作车 

[2] 全名：其他机动叉车及有升降或搬运装置的工作车 

[3] 全名：其他电动机推动的机动叉车或升降搬运车 

[4] 全名：其他钢铁结构体及部件（包括结构体用的已加工钢铁板、杆、角材、型材、异型材、管子及类似品） 

[5] 全名：其他机器及机械器具（具有独立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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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 年，目标公司出口至俄罗斯联邦国家的金额增加，幅度为 72.77%。 

其他

马来西亚

土耳其

印度

越南

俄罗斯联邦

2017出口国金额

其他

【5】其他机器及机…

【4】其他钢铁结构…

【3】其他电动机推…

【2】其他机动叉车…

【1】其他叉车及有…

2017出口商品金额

其他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土耳其

印度

越南

俄罗斯联邦

2016出口国金额

其他

挂车、半挂车及非机…

【9】其他机器及机…

【8】其他机动叉车…

【7】其他电动机推…

【6】其他叉车及有…

2016出口商品金额

其他

越南

俄罗斯联邦

马来西亚

土耳其

印度

2015出口国金额

其他

【13】其他钢铁结构…

【12】其他电动机推…

挂车、半挂车及非机…

【11】其他机器及机…

【10】其他机动叉车…

2015出口商品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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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排行榜（共 7 条） 

序号 榜名 名次 数据来源 

1 2018 年上海市企业 100 强 76 上海市企业联合会 

2 2016 年上海市化工企业 500 强 440 中国化工情报信息协会 

本报告正文默认显示目标企业的最新 10 条信息，查看更多信息可见报告附件。 

5.9. 员工情况 

员工总数 5367 

其他信息 2020 年 11 月，以上信息来源于官方渠道（参保人员）。 

 

5.10. 招聘（共 1 条） 

序号 职位名称 工作地点 更新日 

1 化工工程师 上海市 2019-08-03 

2 会计 上海市 2019-08-02 

3 销售跟单 上海市 2019-08-02 

4 采购主管 上海市 2019-08-02 

5 外贸业务员 上海市 2019-08-02 

报告默认最多显示最新 10 条，若需查看全部请访问。信用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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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新闻（共 248 条） 

序号 标题 发布时间 

1 2019 中国化工企业 500 强出炉 信用信誉 正面 2019-05-24 

2 6 家沪企榜上有名 成果奖项 正面 2019-05-24 

3 图解丨上海经济实现“开门红” 相关提及  2019-04-24 

4 需求加速扩大 10 只概念股爆发 投资融资 正面 2019-12-10 

5 住建讲堂丨无证施工，发包人难以追究责任 合同纠纷  负面  2019-11-23 

6 我市 9 个工业项目获国家重点振兴和技术改造补助资金 政策法规 正面 2019-10-09 

报告默认最多显示最新 10 条，若需查看全部请访问。信用视界 

5.12. 融资记录 

产品简称 星火化工 

时间 2016-05-09 

投资方 创想投资 

金额 1000 万 

轮次 A 轮 

5.13. 招投标信息（共 16 条） 

序号 标题 发布时间 

1 中国星火化工运输车辆改造采购项目（二次招标）中标公示中标公告 2018-08-17 

2 
上海市马鑫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中国星火化工实验设备仪器仪表及工量具采购项目【招

标编号：SHHMX20151451】电子化公开招标中标公告 
2015-12-24 

本报告正文默认显示目标企业的最新 10 条信息，查看更多信息可见报告附件。 

5.14. 网站信息 

序

号 
网址 网站名称 网站状态 主办单位名称 备案/许可证号 注册人 

信 息 来

源 

1 
www.xinghuoche

mical.com.cn 

中国星火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正常 

中国星火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沪 ICP 备

1420657 号-1 
王杰 工信部 

2 www.xinghuo.cn 星火化工 正常 
中国星火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沪 ICP 备

1521427 号-1 
王杰 工信部 

3 www.xhchem.cn 星火化工 暂停维护 
中国星火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沪 ICP 备

5824172 号-1 
余建 工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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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行政监管信息 

 经营异常信息 

序号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 列入日期 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原因 移出日期 作出决定机关 

1 
未按工商规定按时申

报 2015 年年报 
2016-06-02 

按工商规定补录2015年

年报 
2016-08-10 

上海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抽查检查信息 

序号 检查实施机关 类型 日期 结果 

1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 环境监察 2019-02-01 正常 

 行政许可信息（共 3 条） 

序

号 
许可文件编号 许可文件名称 有效期自 有效期至 许可机关 状态 

1 1813W40123 自动进口许可证 2019-02-10 2022-02-09 上海市商务厅 有效 

2 35060020150658 排污许可证 2018-08-10 2021-08-09 
上海市环境保

护局 
有效 

3 
沪 监 项 目 审 字

[2015]59 号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 
2018-06-08 2021-06-07 上海市商务厅 有效 

 

许可文件编号 1513W40123 

许可内容 其他化工原料进口许可 

 

许可文件编号 35060020140658 

许可内容 排放主要污染物的种类、浓度限值、总量控制指标 

 行政处罚信息（共 2 条） 

序

号 
行政处罚决定文书号 违法行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日期 

1 防质监罚字[2016]2586 号 其他一般准则标准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6-09-25 

2 沪质监罚字[2015]242 号 违反《广告法》第四条 上海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12-18 

 

行政处罚决定文书号 防质监罚字[2016]2586 号 

行政处罚内容 提纯设备使用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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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文书号 沪质监罚字[2015]242 号 

行政处罚内容 没收广告费用 7991 元，并处广告费用一倍，即人民币 7991 元的罚款。 

 严重违法信息 

序号 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录原因 列入日期 
移出严重违法企业名

录原因 
移出日期 作出决定机关 

1 

因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符合

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

造成人身伤害等严重侵害消

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两年

内受到三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2016-10-31 - - 
上海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宝山分局 

 环保处罚（共 1 条） 

决定文书号 资环罚[2017]48 号 

处罚事由 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你单位新建项目未经环保竣工验收即投产使用。 

处罚依据 依据《建设项目环保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处罚结果 我局决定对你单位处以 3 万元（大写：叁万元整）的罚款。 

处罚日期 2017-09-30 

处罚单位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 

 纳税评级 

年份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信用等级 

2019 91310131314208015W A 

2018 91310131314208015W A 

2017 91310131314208015W A 

 纳税非正常用户（共 1 条） 

纳税人名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主管税务机关/信息来源

机构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所欠税种 增值税 

欠税余额 2531 元 

 欠税名单 

纳税人名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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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号码 91310131314208015W 

主管税务机关/信息来源

机构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欠款欠费名单 

欠款人姓名/名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证件号码 91310131314208015W 

拖欠金额 6592 元 

拖欠币种 人民币 

拖欠事由 合同款 

合同/借据编号 沪合 1808116895 号 

拖欠起始日期 2019-08-01 

 企业清算信息 

清算时间 2020-08-01 

清算类型 破产清算 

原因 资金链断裂，申请破产清算 

清算负责人 李利 

清算组成员 王志 

备注 无 

5.16. 抵押登记（共 8 条） 

序号 登记证号 抵押权人名称 抵押权人类型 抵押人名称 抵押物 

1 
沪工商押登字[2018]

第 0194 号 

上海市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有限公司 
内资公司 目标公司 机器设备 

 

登记证号 沪工商押登字[2018]第 0194 号 

抵押权人登记证号 914202815824985892 

抵押权人名称 上海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类型 内资公司 

抵押权的类型 动产抵押权 

抵押人名称 目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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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物 机器设备 

数量、质量、状况、所在

地等情况 
机器设备等共 9 项,计价值 1502 万元,目前运营状况良好,现存放于该公司 

主债权种类 借贷合同 

担保范围 主债权及其他，详见合同 

主债权数额 500 万元人民币 

债权起始日期 2018-11-22 

债权截止日期 2019-11-22 

登记机关（分局）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5.17. 土地抵押（共 1 条） 

序号 地址 抵押面积（公顷） 抵押土地用途 结束日期 

1 
青白江区九峰路以南、青

白江大道以西 
1.135 工业用地 2017-09-02 

 

地址 青白江区九峰路以南、青白江大道以西 

抵押面积（公顷） 1.135 

土地他项权利人证号 青他项（2014）第 88 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青国用（2011）第 5536 号 

抵押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土地抵押人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土地权属性质与使用

权类型 
国有土地、出让 

评估金额（万元） 554.21 

抵押金额（万元） 550.00 

开始日期 2014-09-04 

结束日期 2017-09-02 

5.18. 企业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共 1 条） 

债权人 某商业银行 

债务人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人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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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债权种类 合同 

主债权数额 3000 万元 

履行债务的期限 2013 年 11 月 4 日-2014 年 11 月 4 日 

保证的期间 期限 

保证的方式 连带保证 

5.19. 企业被担保保证信息（共 1 条） 

债权人 某商业银行 

债务人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人 南通兰星化工有限公司 

主债权种类 合同 

主债权数额 2000 万元 

履行债务的期限 2015 年 11 月 4 日-2016 年 11 月 4 日 

保证的期间 期限 

保证的方式 连带保证 

5.20. 企业股权出质（共 1 条） 

登记编号 （沪外）股质登记设字（2014）第 111 号 

出质人 昊华化工有限公司 

出质人证照/证件号码 91110000100016259C 

股权主体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质权人 中国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出质金额（万元） 125800 

出质备案日期 2014-03-11 

出质审批部门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出质批准日期 2014-05-12 

出质截至日期 未获得 

状态 无效 

5.21. 企业投资股权出质（共 1 条） 

登记编号 （赣外）股质登记设字（2015）第 1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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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质人 江西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出质人证照/证件号码 93259628415213659W 

股权主体 江西赣江有机硅研究院有限公司 

质权人 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行 

出质金额（万元） 35800 

出质备案日期 2015-04-15 

出质审批部门 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出质批准日期 2015-07-16 

出质截至日期 未获得 

状态 无效 

5.22. 上市公司/发债企业信息 

上市/发债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权代码 101111 

股票简称 星火化工 

上市时间 2019-05-02 

状态 正常 

5.23. 债券信息（共 1 条） 

产品全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产品简称 17 沪出版 SCP002 

产品代码 011701367 

发行人名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总额（亿元） 8.9 

发行价格（元/百元面值） 100 

面值（元） 100 

发行日 2018-07-23 

登记日 2018-07-25 

流通日 2018-07-26 

流通结束日 2019-04-19 

期限 27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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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兑付）日 2019-04-21 

计息方式 附息固定 

票面年利率（%） 4.95 

付息频率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起息日 2018-07-25 

5.24. 动产融资登记（共 22 条） 

我们共查询到目标企业有 22 条动产融资登记信息，其中，应收账款质押和转让登记 22 笔，租赁登记 0 笔，存货/

仓单质押登记 0 笔，其他登记 0 笔。 

登记证明编号 09095980001088888824 

登记时间 2020-09-24 

交易业务类型 应收账款转让 

登记期限 12 个月 

登记到期日 2021-09-23 

出质人/出让人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质权人/受让人 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某支行 

质押财产价值 30536360 元人民币 

 

登记证明编号 08583076001999999985 

登记时间 2020-07-08 

交易业务类型 应收账款转让 

登记期限 12 个月 

登记到期日 2021-07-07 

出质人/出让人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质权人/受让人 抚顺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质押财产价值 75730000 元人民币 

本报告正文默认显示目标企业的最新 10 条信息，查看更多信息可见报告附件。 

5.25. 商账追收记录（共 1 条） 

欠款方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追收或登记方所

在国家/地区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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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款金额 1500-1600 万美元 

逾期时长 6-12 个月 

偿付情况 部分偿付 

记录登记时间 2019-09-03 

以上记录来源于“催全球”。该记录仅代表追收的委托和登记行为，不完全确保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成立，仅供

客户参考。 

（“催全球”是专业的商账追收服务平台，联合全球商账追收机构，接受客户委托，提供 216 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

间商业账款追收咨询和法律服务。） 

6. 企业财务信息 

6.1. 最新财务资料 

财务说明：鉴于中国目前在企业财务信息透明方面无明确的政策，上述财务报表可能缺失部分财务科目数据，造成

会计科目之和与所提供的合计数不符，特此说明。 

资产表 （千元）   

年度 2018-12-31 2019-12-31 

年报类型 年报 年报 

报表类型 个别 个别 

来源渠道 政府 政府 

是否审计 无法确认 无法确认 

货币资金  7,539 5,930 

应收票据  5,329 950 

应收账款  40,969 38,722 

预付账款  4,633 2,826 

其他应收款  77,390 52,379 

存货  42,230 43,416 

其他流动资产  2,916 2,592 

流动资产合计  181,006 146,815 

固定资产  84,669 75,303 

长期待摊费用  - 7,905 

非流动资产合计  84,669 83,208 

资产合计  265,675 230,023 

负债表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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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18-12-31 2019-12-31 

短期借款  6,246 6,264 

应付票据  5,571 4,382 

应付账款  28,238 58,247 

预收账款  1,831 1,206 

应付职工薪酬  910 910 

应交税费  -89 -701 

其他应付款  130,269 86,370 

其他流动负债 543 5,521 

流动负债合计 173,519 162,199 

长期借款 151,920 143,09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1,920 143,099 

负债合计 325,439 305,298 

股本（实收资本） 210,000 210,000 

资本公积 41,276 41,276 

未分配利润 -311,040 -326,551 

股东权益（或所有者权益）合计 -59,764 -75,275 

负债和股东权益（或所有者权益）合计 265,675 230,023 

利润表 （千元）   

年度 2018-12-31 2019-12-31 

营业收入 123,157 114,720 

营业成本 114,487 95,785 

营业税金及附加 355 82 

营业毛利 8,315 18,853 

其他业务利润 765 1,180 

减：营业费用 15,156 17,597 

管理费用 6,500 5,620 

财务费用 14,420 11,056 

营业利润 -26,996 -1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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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1,502 1,166 

减：营业外支出 2,033 2,437 

利润总额 -27,527 -15,511 

减：所得税 0 0 

净利润 -27,527 -15,511 

6.2. 重要财务数据变化率 

 2018 变化率（％） 2019 

营业收入    123,157 -6.85 114,720 

资产总额 265,675 -13.42 230,023 

营运资金    7,487 -305.48 -15,384 

利润总额    -27,527 43.65 -15,511 

净利润    -27,527 43.65 -15,511 

负债合计    325,439 -6.19 305,298 

股东权益（或所有者权益）

合计    
-59,764 -25.95 -75,275 

流动资产合计    181,006 -18.89 146,815 

流动负债合计    173,519 -6.52 162,199 

固定资产    84,669 -11.06 75,303 

6.3. 重要比率表 

盈利能力 2018 2019 

资产回报率（％） -10.36 -6.74 

净利润率（％） -22.35 -13.52 

毛利润率（％） 6.75 16.43 

营运能力 2018 2019 

总资产周转次数 0.46 0.50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0.68 0.78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3.01 2.96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119.76 121.51 

偿债能力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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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 122.50 132.72 

流动比率 1.04 0.91 

速动比率 0.77 0.62 

发展能力 2018 2019 

营业收入增长率（％） - -6.85 

毛利增长率（％） - 126.73 

总资产增长率（％） - -13.42 

6.4. 财务信息及分析 

财务说明 

目标公司 2018、2019 年的负债表中“应交税费”为负项，主要由于在预缴税情况下，预先缴

纳的税款超过了实际该缴纳的税款。 

目标公司 2018、2019 年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100%，企业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 

财务分析 

盈利能力分析： 

目标公司近两年的资产回报率、净利润率均为负值，企业连续两年亏损，说明其盈利能力弱，

亟需加强对成本及费用的控制力度，以改善盈利状况。 

 

营运能力分析: 

目标公司 2019 年的营运资金为负，反映公司的资金变现能力不佳，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较

弱，企业存在依赖短期借款等流动性融资的可能性较高。 

目标公司 2019 年的总资产周转次数、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均较低，反映公司的资产运营能力

较弱，企业运用各项资产赚取利润的能力较弱。 

 

偿债能力分析: 

目标公司 2019 年的短期借款较多，说明公司通过从银行贷款的方式来维持公司日常资本的

运转。 

目标公司近两年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100%，企业已处于资不抵债状态，这表明公司面临较

大的偿债压力，具有较高的偿债风险，因此建议客户尽量避免与其发生信用交易。 

 

发展能力分析: 

目标公司 2019 年的营业收入较 2018 年的有小幅度下降，幅度为 6.85%，这反映出企业 20

19 年的业务拓展情况稍差。 

7. 行业背景及行业指标 

7.1. 涉及行业信息 

中国 SIC 码 2660，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主行业】 

ISIC 码 2029，未另分类的其他化学制品的制造 

NACE 码 20.59，未另分类的其他化学制品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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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行业背景 

2660,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定义 

本行业包括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专项化学用品制造，林产化学产品制造，炸药及火工产品制造，信息化学品

制造，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制造，动物胶制造，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子行业。 

 现状及趋势 

2020 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石油和化工行业整体效益恶化。2019 年 3 月-2020 年 3 月，基础化学原料、

合成材料和专用化学品制造利润总额分别下降 86.4%、80.8%和 26.6%。 

全球专用化学品行业已经步入转型周期内，传统的专用化学品定义理解正在变化。一些专用化学品行业正在朝着通

用化方向发展，成为大宗化学平衡。 

7.3. 全国分布 

 

以上数据是信用视界基于目标企业主要的出口商品，利用公开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全国范围内出口同种商品的企

业的分布情况。不排除数据存在不全面或者不准确等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7.4. 业内财务指标对比 

能力体现 2018 目标企业 最佳 平均 最差 

盈利能力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 15.10 4.30 -9.70 

资产回报率(%) -10.36 4.50 2.40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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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6.75 19.10 6.50 -6.60 

营运能力 

总资产周转次数 0.46 0.90 0.50 0.10 

流动资产周转次

数 
0.68 2.80 1.30 0.10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 
119.76 25.35 50.70 240.00 

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 122.50 49.50 59.50 82.80 

流动比率 1.04 2.19 1.08 0.55 

速动比率 0.77 1.37 0.68 0.34 

发展能力 

营业收入增长率

(%) 
- 20.70 12.20 -5.30 

毛利增长率(%) - 16.10 6.20 -12.50 

总 资 产 增 长 率

(%) 
- 13.80 2.30 -17.90 

能力体现 2019 目标企业 最佳 平均 最差 

盈利能力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 13.08 3.68 -10.90 

资产回报率(%) -6.74 5.47 2.95 -3.28 

毛利率(%) 16.43 16.80 5.79 -7.43 

营运能力 

总资产周转次数 0.50 0.93 0.52 0.10 

流动资产周转次

数 
0.78 2.91 1.34 0.10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 
121.51 20.25 40.66 191.95 

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 132.72 49.57 59.60 82.93 

流动比率 0.91 2.18 1.07 0.55 

速动比率 0.62 1.36 0.68 0.34 

发展能力 

营业收入增长率

(%) 
-6.85 17.70 10.46 -6.00 

毛利增长率(%) 126.73 19.29 7.50 -9.98 

总 资 产 增 长 率

(%) 
-13.42 12.14 2.03 -19.91 

备注：目标企业的各项指标中红色的指标是指目标企业差于行业最差 10%的指标，绿色的是指目标企业优于行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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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10%的指标。 

目标企业 2018 年的财务指标中以下指标差于行业最差 10%：资产回报率、资产负债率 

目标企业 2019 年的财务指标中以下指标优于行业最佳 10%：毛利增长率 

目标企业 2019 年的财务指标中以下指标差于行业最差 10%：资产回报率、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增长率 

7.5. 行业核心指标走势图 

2660,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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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内容结束，以下为附件。 

 

8. 附件 

8.1. 执行公开信息（共 51 条） 

被执行人姓名或名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证件号码 宝山区人民法院 

执行法院 基层人民法院 

法院类型 (2016)宝 0105 执 157 号 

执行案号 2016-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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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时间 原网站已查不到 

执行状态 执行标的:4919 

执行内容 4919 

币种 人民币 

8.2. 民商事裁判文书（共 115 条） 

当事人姓名或名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案号 （2019）沪 01 民终 3625 号 

审理机关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类型 中级人民法院 

涉案事由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原告 谢齐、何惧 

被告 上海市宏光正商工贸有限公司 

涉案金额（元） 0 

诉讼地位 被上诉人 

结案时间 2019-05-02 

判决结果 

本案按上诉人谢齐、何惧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二审案件受理费 8921 元，减半收取 4460.5 元，由上诉人谢齐、何惧共同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8.3. 招投标信息（共 16 条） 

序号 标题 发布时间 

1 中国星火化工运输车辆改造采购项目（二次招标）中标公示中标公告 2018-08-17 

2 
上海市马鑫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中国星火化工实验设备仪器仪表及工量具采购项目【招

标编号：SHHMX20151451】电子化公开招标中标公告 
2015-12-24 

本报告附件默认最多显示 20 条信息，供您参考。 

8.4. 排行榜（共 2 条） 

序号 榜名 名次 数据来源 

1 2018 年上海市企业 100 强 76 上海市企业联合会 

2 2016 年上海市化工企业 500 强 440 中国化工情报信息协会 

本报告附件默认最多显示 20 条信息，供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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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行政许可信息 

序号 许可文件编号 许可文件名称 有效期自 有效期至 许可机关 状态 

1 1513W40123 自动进口许可证 2015-02-10 2022-02-09 上海市商务厅 有效 

2 35060020140658 排污许可证 2014-08-10 2021-08-09 
上海市环境保护

局 
有效 

3 
沪 监 项 目 审 字

[2013]59 号 

危险化学品建设

项目安全条件审

查意见书 

2013-06-08 2020-06-07 上海市商务厅 失效 

 

许可文件编号 1513W40123 

许可内容 其他化工原料进口许可 

 

许可文件编号 35060020140658 

许可内容 排放主要污染物的种类、浓度限值、总量控制指标 

本报告附件默认最多显示 20 条信息，供您参考。 

8.6. 行政处罚信息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文书号 违法行为 决定机关 决定日期 

1 防质监罚字[2013]2586 号 其他一般准则标准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3-09-25 

2 沪质监罚字[2012]242 号 违反《广告法》第四条 
上海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委员会 
2012-12-18 

 

行政处罚决定文书号 防质监罚字[2016]2586 号 

行政处罚内容 提纯设备使用违法 

 

行政处罚决定文书号 沪质监罚字[2015]242 号 

行政处罚内容 没收广告费用 7991 元，并处广告费用一倍，即人民币 7991 元的罚款。 

本报告附件默认最多显示 20 条信息，供您参考。 

8.7. 纳税非正常用户 

纳税人名称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主管税务机关/信息来源机构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所欠税种 增值税 

欠税余额 95856 元 

本报告附件默认最多显示 20 条信息，供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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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抵押登记（共 8 条） 

序号 登记证号 抵押权人名称 抵押权人类型 抵押人名称 抵押物 

1 
沪工商押登字

[2015]第 014 号 

上海市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有限公司 
内资公司 目标公司 机器设备 

 

登记证号 沪工商押登字[2015]第 014 号 

抵押权人登记证号 914202815824985892 

抵押权人名称 上海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类型 内资公司 

抵押权的类型 动产抵押权 

抵押人名称 目标公司 

抵押物 机器设备 

数量、质量、状况、所在

地等情况 
机器设备等共 7 项,计价值 330 万元,目前运营状况良好,现存放于该公司 

主债权种类 借贷合同 

担保范围 主债权及其他，详见合同 

主债权数额 300 万元人民币 

债权起始日期 2015-11-22 

债权截止日期 2018-11-22 

登记机关（分局）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本报告附件默认最多显示 20 条信息，供您参考。 

8.9. 动产融资登记（共 22 条） 

登记证明编号 07777220000888888861 

登记时间 2020-04-26 

交易业务类型 应收账款转让 

登记期限 12 个月 

登记到期日 2021-04-25 

出质人/出让人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质权人/受让人 上海市护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质押财产价值 4000000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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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明编号 07777211099999996100 

登记时间 2020-04-26 

交易业务类型 应收账款转让 

登记期限 12 个月 

登记到期日 2021-04-25 

出质人/出让人 中国星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质权人/受让人 上海市护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质押财产价值 7000000 元人民币 

本报告附件默认最多显示 20 条信息，供您参考。 

 
--------- 本报告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