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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泽桦服装有限公司

信用报告概述

信用等级、释义及领域：
等级 AAA
释义 企业信用程度极好。

领域 企业信用评级适用

基本结论及风险提示：
基本结论：

企业资本实力良好。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清晰合理，管理层

人员学历职称良好，公司管理制度完备

且执行较到位。

企业营业收入平稳，主营业务利润及

股东权益相应得到保障。公司具备较大

的平稳潜力。

主要风险：

企业现处于平稳阶段，业务量平均，

市场占有率及市场竞争能力持续增长。

公共信用信息：
企业资产规模平稳增幅，组成结构较合

理；各项资产获利能力较好，整体盈利

水平较小。

企业负债水平低，负债压力较小。

企业各项资产流动性强，周转速度快，

利用效率较高，整体资产营运状况较优。

商业信用信息：
经调查，该企业有 0 条企业信用信息系

统记录以外的不良信息。

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无不良

记录。

经调查，企业无招投标行政处罚和失信

记录。

经调查，企业无合同纠纷。

（制作机构盖章）

2020年 10月 16 日

企业名称 厦门泽桦服装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

厦门片区海景东路 12号 9J-1
栋东侧 510室

法定代表人 张彩玲

注册资本 2000.000000万人民币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成立日期 2020年 04 月 17日

组织机构代码 91350206MA33R3U79E

基本信息：

报告出具时间：2020 年 10 月 16 日

报告有效期限：壹年

中国注册信用师：史维

评价机构：中诚天恒信用评价有限公司

电话：400-999-1686

评估师：



企业信用评级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基础信息

名 称 厦门泽桦服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彩玲

住 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

海景东路 12 号 9J-1 栋东侧 510 室 南京市秦淮区长乐路 74 号赣州市南康区蓉江街道办事处泰康西路 1 号赣州市南康区蓉江街道办事处泰康西路 1 号赣州市南康区蓉江街道办事处泰康西路 1 号
注册资本 2000.000000 万人民币

类 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20 年 04 月 17 日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50206MA33R3U79E 91110107593833007X911306067666343305登记机关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饶市广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制造；面料纺织加工；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服装辅料销售；鞋帽批发；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服饰

制造；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饰研发；国内贸易代理；服装、服饰检验、

整理服务；服装服饰出租；广告设计、代理；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咨询策划服务；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时间） 实缴出资（金额/时间）

1 钟秋香 20 万人民币 -

2 张彩玲 1980 万人民币 -

（三）登记注册变更信息

序号 变更日期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1
2020-09-

11
-

经营场所信息：

【删除】备案日期:20200507(经营

场所所在门牌号:(经营场所属地

监管单

位:350205CHC1(null:(null:(nul

l:(经营场所产权:租赁(经营场所

所在路:(经营场所所在镇:(经营

场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

厦门片区海景东路 12号 9J-1 栋东

侧 510室(经营场所所在区划:厦门

市海沧区

企业基本信息：联系电话:***

许可信息：)

经营场所信息：

【新增】备案日期:(经营场

所所在门牌号:(经营场所属

地监管单

位:3502060000(null:(null

:(null:(经营场所产权:租

赁(经营场所所在路:(经营

场所所在镇:(经营场所:厦

门市湖里区殿前社 2228 号

-1 号 201 室(经营场所所在

区划:厦门市湖里区

企业基本信息：联系电

话:***

许可信息：.)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9929fe7a78be9a699/8c08fa12-3cd1-4d2d-97bf-5e2489f87fe7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5bca0e5bda9e78eb2/8c08fa12-3cd1-4d2d-97bf-5e2489f87fe7


2
2020-09-

11
-

企业基本信息：投资人及出资信

息：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方式:货

币(出资比例:1.0(出资比

例:99.0(认缴出资额:10.0(认缴

出资额:990.0

公司基本信息(补充：出资说明:)

企业基本信息：投资人及出

资信息：出资方式:货币(出

资方式:货币(出资比

例:1.0(出资比例:99.0(认

缴出资额:20.0(认缴出资

额:1980.0

公司基本信息(补充：出资说

明:.)

3
2020-09-

11
-

企业基本信息：许可经营项目:(许

可经营项目代码:(一般经营项目:

服装批发) 鞋帽批发) 化妆品及

卫生用品批发) 纺织品、针织品及

原料批发) 其他家庭用品批发)

服装零售) 鞋帽零售) 纺织品及

针织品零售) 化妆品及卫生用品

零售) 钟表、眼镜零售) 其他日用

品零售) 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 其他互联网服务(不含需经

许可审批的项目) 箱、包零售) 互

联网销售) 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

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经营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

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

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 市场调查)

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

询) 商务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咨

询) 其他未列明的专业咨询服务

(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市场

管理) 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

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文化、艺

术活动策划) 其他未列明文化艺

术业) (一般经营项目代码:5132)

5133) 5134) 5131) 5139) 5232)

5233) 5231) 5234) 5235) 5239)

7240) 64902) 5236) 5294) 52992)

51991) 51994) 7232) 7233)

72391) 72392) 72398) 7291)

72998) 87901) 87902(行业代码:

服装零售(行业门类:批发和零售

业(其他经营项目:(经营范围限制

性用语:(是否使用经营范围限制

性用语标志:(经营范围:纺织品及

针织品零售) 服装零售) 鞋帽零

售) 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 钟

表、眼镜零售) 箱、包零售) 其他

日用品零售) 服装批发) 鞋帽批

发) 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 纺

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 其他家

庭用品批发) 广告的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 其他互联网服务(不

企业基本信息：许可经营项

目:(许可经营项目代码:(一

般经营项目:服装服饰零售)

鞋帽零售) 针纺织品销售)

服装制造) 面料纺织加工)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 服装辅料销售)

鞋帽批发) 家用纺织制成品

制造) 服饰制造) 针纺织品

及原料销售) 服装服饰批

发) 服饰研发) 国内贸易代

理) 服装、服饰检验、整理

服务) 服装服饰出租) 广告

设计、代理) 进出口代理)

货物进出口) 咨询策划服

务)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 (一般经营项

目代码:F2010) F2011)

F2009) C6001) C5001)

F2068) F3135) F1049)

C5003) C6002) F1047)

F1048) M3058) F1186)

L2086) L2102) L2040)

F4003) F4001) O3010)

L2036) L2032) (行业代码:

服装零售(行业门类:批发和

零售业(其他经营项目:(经

营范围限制性用语:(是否使

用经营范围限制性用语标

志:(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服

装服饰零售) 鞋帽零售) 针

纺织品销售) 服装制造) 面

料纺织加工) 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服装辅料销售) 鞋帽批发)

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服饰

制造) 针纺织品及原料销

售) 服装服饰批发) 服饰研

发) 国内贸易代理) 服装、

服饰检验、整理服务) 服装

服饰出租) 广告设计、代理)

进出口代理) 货物进出口)

咨询策划服务) 社会经济咨



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互联网

销售) 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

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经营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

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

审批的经营项目) 市场调查) 社

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

其他未列明的专业咨询服务(不含

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市场管理)

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

许可审批的项目) 文化、艺术活动

策划) 其他未列明文化艺术业。

(特别关注企业类别(T 类企业类别

1:其他类

许可信息：)

询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特别关注企业类别(T

类企业类别 1:其他类

许可信息：.)

4
2020-09-

11
-

企业基本信息：企业(机构类型:有

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金:1000.0(投资人及

出资信息：

投资人类型:自然人股东(投资人:

钟秋香(证照类型:(证照编号:(认

缴出资额:10.0(实缴出资

额:0.0(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比

例:1.0(出资时间:(余额缴付期

限:597(国别(地区:中国(是否厦

门企业:(厦门法人投资序号:

投资人类型:自然人股东(投资人:

张彩玲(证照类型:(证照编号:(认

缴出资额:990.0(实缴出资

额:0.0(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比

例:99.0(出资时间:(余额缴付期

限:597(国别(地区:中国(是否厦

门企业:(厦门法人投资序号:

公司基本信息(补充：出资说明:)

企业基本信息：企业(机构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注册资本

(金:2000.0(投资人及出资

信息：

投资人类型:自然人股东(投

资人:钟秋香(证照类型:(证

照编号:(认缴出资

额:20.0(实缴出资

额:0.0(出资方式:货币(出

资比例:1.0(出资时间:(余

额缴付期限:597(国别(地

区:中国(是否厦门企业:(厦

门法人投资序号:

投资人类型:自然人股东(投

资人:张彩玲(证照类型:(证

照编号:(认缴出资

额:1980.0(实缴出资

额:0.0(出资方式:货币(出

资比例:99.0(出资时间:(余

额缴付期限:597(国别(地

区:中国(是否厦门企业:(厦

门法人投资序号:

公司基本信息(补充：出资说

明:.)

5
2020-05-

07
-

经营场所信息：【删除】备案日

期:20200417(经营场所所在门牌

号:26(经营场所属地监管单

位:(null:(null:(null:(经营场

所产权:租赁(经营场所所在路:枋

湖东二里(经营场所所在镇:(经营

场所:厦门市湖里区枋湖东二里 26

号 1401 室之一(经营场所所在区

划:厦门市湖里区企业基本信息：

经营场所信息：【新增】备

案日期:(经营场所所在门牌

号:(经营场所属地监管单

位:350205CHC1(null:(null

:(null:(经营场所产权:租

赁(经营场所所在路:(经营

场所所在镇:(经营场所:中

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

门片区海景东路 12 号 9J-1



联系电话:***许可信息：.) 栋东侧 510 室(经营场所所

在区划:厦门市海沧区企业

基本信息：联系电话:***许

可信息：.)

6
2020-05-

07
-

企业基本信息：住所产权:租赁(住

所:厦门市湖里区枋湖东二里 26号

1401 室之一(传真:(路段:(邮政编

码:361000(联系电话:***.)

企业基本信息：住所产权:

租赁(住所:中国(福建自由

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海景东

路 12 号 9J-1 栋东侧 510 室

(传真:(路段:(邮政编

码:361000(联系电话:***.)

（四）经营能力

（一）企业的内部环境（经营、管理、文化、竞争力等方面）

1、企业三年规划

（1）围绕一个目标 ：实现企业做实做强；

（2）树立两个意识：服务意识，效益意识；

（3）加强三项管理：绩效管理，风险管理，安全管理；

（4）实现四个满意：社会同仁满意，合作伙伴满意，消费者满意，全体员工满意。

2、企业文化

（1）企业宗旨：精益求精，追求完美，超越自我；

（2）企业精神：质量第一，诚信立足，创新致远；

（3）企业目标：打造高端品牌形象，做纺织服装、服饰业第一品牌；

（4）管理理念：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

（5）经营理念：诚信，创新，服务，共赢；

（6）服务理念：诚信为本，顾客至上；

（7）营销理念：同心团结，协作互爱，共缔辉煌。

（二）企业的业务状况

1. 企业规模

厦门泽桦服装有限公司建立的各职能部门在体系运行中依照规定履行职责，共同促进

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

（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 人才优势

厦门泽桦服装有限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和勇于开

拓的工作精神，公司上下同甘共苦，荣辱与共，全体员工纪律严明、团结协作、与时俱进、

勇攀高峰，是一支综合素质高、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公司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用人宗旨，坚持用事业留人。公司目前部

分高层管理人员和 85%以上的中层管理人员都是 30 岁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只要有所贡献，

公司就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与优厚的薪酬待遇，公司给予员工的，永远与员工给予

公司的成正比。

公司坚持用待遇留人。坚持“唯才是用，才高薪丰，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不断改

革寻求出薪资待遇与奉献付出的最佳平衡点，逐步建立了科学合理的岗位、效益工资制，

公司内部专家津贴、特殊岗位津贴等一系列体贴入微的薪酬体系。在公司施工生产经营快

速平稳的同时，员工工资收入也同步增长。还鼓励员工在所在专业不断进修。

公司除按国家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福利（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外，还自筹资金为每位员工办理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员工互

助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等福利险种。确保每个员工没有后顾之忧，有力地保证了人才队伍

的稳定，极大的提高了公司对人才的吸引力和人才对企业的忠诚度。

公司的人才优势不仅体现在现有人才队伍的规模和素质上，更体现在培养人才的机制

和待遇上，我们诚实做人、注重信誉、坦诚相待、尊重人才、注重平等，我们分享远景、

相互协作、共同平稳，把个人追求融入到企业长远平稳之中，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管理理念，

全力打造人才队伍优势和企业核心竞争力。



（五）行政司法监管状况

1.行政监管信用记录

经调查，公司无不良记录。

2.司法监管信用记录

经调查，公司无不良记录。

3.银行信贷履约情况

经调查，公司无不良记录。

商业信用信息

一、财务部：财务主管、会计、出纳

1.财务经理岗位职责

1）认真执行财务制度，遵守财经纪律，实事求是，廉洁奉公。

2）负责制定并实施公司的财务制度、规定和办法。

3）负责公司的财务、会计工作。

4）负责审核费用报销单，审核销售单及各类收、支原始凭据。

5）审核、监督各类款项的收支，做好财务核算，严格控制各项费用开支，降低

费用支出。

6）认真核对往来账款，定期清理企业呆帐、坏帐，及时监控、催收应收账款，

做到帐实相符。

7）负责审核工资、补贴、提成、奖金的发放，及个人收入调节税的核算、上缴，

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社保金等款项的手续。

做好公司财务及相关档案管理工作，严格做到财务安全保密。

定时向总经理汇报公司账户余额，合理调配资金。

10）负责发票的使用管理监督，做好正常纳税工作。



11）做好公司财产的安全管理工作。

12）做好财务部与公司其他部门的协调服务工作；对外协调与财政、审计、税务、银行、

工商及主管部门等相关机构的业务和联络工作。

13）完成总经理交办的其它工作。

2.会计岗位职责

1）负责审核付款单、借款单，每天凭证的复核。

2）及时、准确编制转帐会计凭证，协助编制收、付款会计凭证。

3）负责开具销售发票及发票进项、销项的统计管理。

4）参与每月库存的盘点，盘点数的录入，并根据盘点结果进行对账工作。

5）月底应收账款的核对，销售欠单的核对。

6）负责全部记账凭证的复核和检查，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处理各期、各部门分摊费用、成

本。

7）负责签收出纳移交的全部收付款凭单，并进行复核和审查；按月盘点出纳现金库存，

并作出恰当处理。

8）负责结转损益，编制财务报表，按规定的会计科目设置总账，进行会计分录、汇总凭

证、登记总账和明细账，并及时申报、缴纳税款。

9）做好会计凭证的装订、归档工作，保证凭证整齐、整洁、不遗漏、不丢失。

10）负责每月销售单和赠送单及样品和损耗的统计、核准及成本核算工作。

11）协助出纳做好每月工资、补贴和提成的发放工作。

12）完成公司及部门经理交办的其它工作。

3.出纳岗位职责

1）负责日常备用金的保管及周转，严格遵守财务章及现金、支票的使用及管理规定。



2）做好每月工资、补贴、提成的发放工作。

3）做好货款的清算对账工作，及时统计完成原始数据。

4）整理原始单据并及时向总经理报送费用报销单。

5）及时、准确编制收、付款会计凭证。

6）及时编制银行、现金日记账，月末及时打印银行对账单及相关的银行单据。

7）参与财务单据的整理及会计凭证的装订。

8）完成公司及部门经理交办的其它工作。

二、研发部：主管、专员

专员协助主管：

提供项目管理的规则和方式，培养项目管理人员；制定研发规范；研发岗位设置,制

定岗位说明；项目管理人才培训；流程的监控；制定开发计划；制定开发标准；监督开发

计划的实施；监督开发标准的实施；管理研；发人员的工作分配；制定研发人员的培训计

划；组织研发成果的鉴定和评审；分析总结研发过程的经验和教训；监控每个项目的执行

情况；汇总每个项目的可重用成果，形成内部的资源库。

三、综合部：主任、助理、人事、文员、司机

1、助理

1）负责公司与所涉及的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对接联络和沟通工作。

2）负责公司对外对内文件的起草、行文工作。

3）负责公司各部门之间工作的协调和沟通。

2、人事

1）负责公司内部人事管理

3、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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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责公司大件固定资产的建档管理及办公用品、易耗品的购买及管理工作。

2）负责公司各类文书、档案、资料的建档，保管工作。

3）负责公司员工的考勤、考核的资料收集，统计汇总工作。

4）负责公司总经理室、会议室的卫生保洁及开水供应工作

5）收集公司各部门报送购物申请单，填写所需公物采购计划表，经办公室审核后报总经

理批准。

4、司机

1）负责公司用车的驾驶，车辆驾驶时间应保证工作需要、做到安全、高效、杜绝安全事

故。

2）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临时工作。

3）负责楼总办公室的卫生打扫、资料整理、开水供应等工作。

四、招商部：经理、营销人员

招商经理：

1）根据市场经营方针与要求，完好的执行市场招商方案和进行招商工作流程的实际操作

运营。

2）协助决策部门进行市场整体商业布局，商品组合及与商户协调，确保市场达成经营指

标。

3）围绕市场经营范围，广泛收集信息，了解市场行情，并选择适当的方式与社会各方面

保持广泛的联系。

4）贯彻执行公司经营平稳战略方针，根据招商需求，结合实际制定提议广告宣传策划主

题并组织实施。

5）常规招商公关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对市场宣传布署总体规划工作，作出建设性的意见。



6）进行招商现场管理、商户谈判洽谈、协议签定、督促回款工作。

7）做好周、月、季、年度统计报表，建立健全原始客户资料库，并汇总上报行政事业部

备档。

8）掌握有关本部门工作职责所涉及范围的具体工作状况，及时、准确上报有关领导。

9）严格审查招商商户经营资格及入住手续，督促商户认真履行招商合同。

10）公司、市场、客户各种招商信息的汇总及上传、下达工作。

11）拟定客户拜访、回访制度、招商人员管理制度及各项制度的落实。

营销人员：

协助开发市场，完成销售任务。同时作好内务（资料物品、来电来函、来人洽谈、信息收

集等）和会务组织等工作。

（六）结论与分析

1.企业基本情况

厦门泽桦服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0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资本实力良好，专

业技术人员及开发专利均能够满足公司的资质要求和业务平稳需要。公司目前处于平稳阶

段，竞争力较良好，在地市级同行业内属于中上游水平。

2.履约能力

公司员工从业时间普遍较长，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员工流动性小，稳定性较强。管理

层人员学历职称情况良好，能够满足企业经营平稳需求。

公司管理制度健全，经营过程中执行较到位；公司项目管理能够按照国家行业标准进行，

执行情况好；公司所接工程项目能够按时高效完成，总体履约情况优秀；公司整体履约能

力较好，风险较低。

3.财务状况



公司会计制度、会计政策执行情况较好，近三年财务报表真实且无保留意见；公司目前负

债压力较小，偿债能力有保障；资产营运现状较好，有较大的平稳潜力；盈利能力良好，

盈利水平较高。总体而言，公司财务状况较好，风险较低。

4.信用记录

公司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记录无不良信息；无招投标方面不良信息；其他项目履约情

况总体优秀；无合同纠纷。总体而言，公司信用状况较好，信用风险较低。



综合评述

（一）评级情况

2020 年 10 月 16 日，接受厦门泽桦服装有限公司申请后，初步了解公司情

况，向受评企业送达尽职调查所需资料清单，要求受评企业提供真实有效的信

用评级所需资料，同时签订书面的企业诚信经营承诺书及信用评价委托协议书。

公司评审委员会根据受评企业申报资料和多维度收集的信息资料对受评企业客

观、公正的做出评价结果，最终确定信用等级为 AAA.

（二）评估分析

1.信用状况分析。公司信用程度高，资金实力强，资产质量好，经营管理

状况良好，经济效益稳定，不确定因素对其经营与发展影响小，有很强的履约

能力。

2.社会信用信息记录。通过在信用中国及信用中国各省、市信用公示平台

以及权威机构官方网站查询，未发现该公司有失信记录；通过查询“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网站公示的法院信息，未发现该公司有失信记录。

(三)评价结果

厦门泽桦服装有限公司是在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登记注册，正常从

事经营活动，该公司信用程度高，资金实力强，资产质量好，经营管理状况良

好，经济效益稳定，不确定因素对其经营与发展影响小，有很强的履约能力。

综合信用评价符合 AAA 级信用等级标准，最终确定信用等级结果为 AAA 级。

中诚天恒信用评价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6 日



重要说明

一、本信用服务机构、信用评级人员与被评企业不存在任何

影响信用评级行为独立、客观、公正的关联关系。

二、本信用服务机构、信用评级人员已履行尽职调查和诚信

义务。

三、信用评级结果未因被评企业或其他任何组织、个人影响

而改变。

四、信用报告供使用人在特定领域作为判断被评企业信用状

况的证明。

五、法律责任。信用服务机构对本信用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和

合法性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中诚天恒信用评价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6 日



中诚天恒信用评价有限公司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