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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信息解决方案 

Business Intelligence Solutions 

■  商业数据报告 Business Data Report 

□  商业信用报告 Business Credit Report 

□  小微企业报告 SME Credit Report 

□  深度信用报告 Depth Credit Report 

□  全球信用报告 International Credit Report 

 

 

 

商业数据报告 
Business Data Report 

来自于商安信商业信息解决方案 

Provided by 3ACredit Business Intelligence Solutions  

 

 

商安信(上海)企业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3ACredit (Shanghai)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 Ltd. 

 

科氏号码：9366686180     客户编号：33928201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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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认证解决方案 

Business Process Verification Solutions 

□  电话认证服务 Phone Verification 

□  实地认证服务 Field Verification 

□  实地盘库服务 Business Compliance 

□  特殊认证服务 VIP Verification 

□  海外综合认证 Global BPV 

 

 

 

商业综合解决方案 

Business Management Solutions 

□  风险保障计划 Risk Management Outsourcing 

□  账款催收服务 B2B/B2C Debt Collections 

□  行业分析报告 Industry Analysis 

□  数据清洗服务 Business Data Cleansing 

□  数据对接服务 Business Data Interf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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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商安信(上海)企业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样本报告) 

英文名称 2102339048920348549342H 

科氏号码 9366686180 统一征信码 2102339048920348549342H 

电话 +86-21-366366867 传真 +86-21-366366867 

网址 www.3acredit.com 邮箱 info@3acredit.com 

国家 中国大陆 省份 上海市 

城市 上海市 区域 宝山区 

地址 逸仙路 2816 号 B 楼 12 层 

     

信用评估  

 

注释: 企业偿还指数是判断目标企业偿还付款能力的早期指针，指数越高，拖欠款风险可能越高。企业偿还指数从 100 分最好到 600 分最高风险。 

 企业偿还指数 信用风险评级 建议信用额度(CNY) 

2016 年 206 低于平均风险 14,000,000 

2015 年 234 正常风险 10,000,000 

    

企业偿还指数说明 

偿还指数 100~193 194~229 230~294 295~353 353~439 400~600 

违约可能 0.00%~0.30% 0.31%~0.70% 0.71%~3.00% 3.01%~8.00% 8.01%~30.00% 30.01%~95.53% 

风险等级 低风险 低于平均风险 正常风险 高于平均风险 中等风险 高风险 

       

指数对应表 

公司名称 100~193 194~229 230~294 295~353 353~439 400~600 

Creditreform Rating AG AAA-BBB BBB-BB+ BB+-BB BB-B+ B+-B- >=B- 

Commerzbank 1,0-2,4 2,4-3,0 3,0-3,4 3,4-4,0 4,0-4,8 >=4,8 

Deutsche Bank iAAA-iBBB iBBB-iBB+ iBB+-iBB iBB-iB+ iB+-iB- >=iB- 

KFW Bankengruppe BK1-BK2 BK2-BK3 BK3-BK4 BK4-BK5 BK5-BK6 BK7 

Standard & Poor’s AAA-BBB BBB-BB+ BB+-BB BB-B+ B+-B- >=B- 

蚂蚁企业信用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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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注册信息  

注册名称 商安信(上海)企业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 

社会信用代码 2102339048920348549342H 股票代码 832754  

企业性质 公众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 CNY 60,397,320 实收资本 CNY 60,397,320 

注册日期 2008-09-23 注册期限 长期 

注册登记机关 上海市工商局 法定代表人 陈晓东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市普陀区宁夏路 201 号 5 楼 C 座 200063 

注册经营范围 
该公司的法定经营范围包括：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贸易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征信服务、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

社会调查、社会调研 

     

股东结构  

股权 股东 类型 出资额 出资日期 

42.26% 上海安商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 CNY 7,320,000 2012-07-06 

28.25% 上海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 CNY 5,100,000 2017-01-24 

15.78% 陈晓东 个人 CNY 2,570,000 2017-01-24 

5.4% 西藏领沨鑫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 - - 

4% 李永利 个人 - - 

2.7% 上海永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 - - 

2.7% 青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骓新三板 1 期私募投资基金 企业 - - 

     

部分股东背景 

公司名称 注册资金 注册日期 企业性质 注册地 状态 

上海安商商務咨詢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 存续 

上海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 存续 

西藏领沨鑫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CNY 100,00,000 1992-10-13 非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 存续 

上海永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CNY 100,00,000 1992-10-13 非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 存续 

关联公司 

公司名称 注册资金 注册日期 企业性质 关系 状态 

上海安商商務咨詢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 存续 

上海安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存续 

百勤(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存续 

昆山市商安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存续 

上海德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公司 存续 

上海全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公司 存续 

mailto:info@3acredit.cn
http://www.global-eagle.cn/


 

免责声明: 本资信报告仅供使用者参考之用，不能用作诉讼依据。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本报告所引起的所有一切后果，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3ACredit 商安信 | 全国免费电话：400-7729-029 | 邮箱：info@3acredit.cn | 在线订购平台：www.global-eagle.cn 全球鹰 | 官方网站： www.3acredit.cn 

商安信(上海)企业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3ACredit Group 

科氏码：9366686180  送达时间：2017-08-21 

商安信(上海)企业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分支机构 存续 

3ACredit (USA) Office - - - 办事处 存续 

3ACredit (Europe) Office - - - 办事处 存续 

 
企业对外投资 

公司名称 注册资金 注册日期 企业性质 所占比例 状态 

上海安商商務咨詢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50% 存续 

上海安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30% 存续 

百勤(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70% 存续 

昆山市商安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30% 存续 

上海德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20% 存续 

法人信息 

法定代表人 陈晓东 

职责 董事长兼总经理,全面负责 国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7-11-08 性别 男 

     

法人对外投资 

公司名称 注册资金 注册日期 企业性质 所占比例 状态 

上海安商商務咨詢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50% 存续 

上海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10% 存续 

西藏领沨鑫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CNY 100,00,000 1992-10-13 非有限责任公司 30% 存续 

上海永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CNY 100,00,000 1992-10-13 非有限责任公司 50% 存续 

 

法人在外任职 

公司名称 注册资金 注册日期 企业性质 职位 状态 

上海安商商務咨詢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存续 

上海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CNY 100,00,000 1992-10-13 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存续 

西藏领沨鑫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CNY 100,00,000 1992-10-13 非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存续 

上海永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CNY 100,00,000 1992-10-13 非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存续 

 

管理层信息 

姓名 职位 出生日期 性别 户口所在地 

梅郁南 董事 1968-10-13 男 上海 

沈斌 監事 1968-10-13 男 上海 

赵兵 董事 1968-10-13 男 上海 

毛伟雄 董事 1968-10-13 男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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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宏 董事 1968-10-13 女 上海 

陈晓东 董事长兼总经理 1968-10-13 男 上海 

赵秀瑾 监视 1968-10-13 女 上海 

WILLIAM BASTIAAN 董事 1968-10-13 男 未知 

 

历史背景 

注册变更记录 

  变更日期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2015-03-26 公司名称变更 商安信(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商安信(上海)企业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2017-01-24 注册资本变更 CNY 16,323,600 CNY 60,397,320 

2015-03-26 经营范围变更 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贸易信息咨询、科技信

息咨询、投资咨询(除专项)(以上咨询均除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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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贸易信息咨询、商

务信息咨询、企业征信服务、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

(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

测验)，投资咨询(除专项)(以上咨询均除经纪)。[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 

2015-03-26 公司性质变更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进出口信息 

海关编码 - 报关类别 -  

企业管理类别 - 注册有效期 - 

海关评论 没有查询到海关记录 

注释: 依据海关总署于 2008

年 4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企业分类管理

办法》，海关评级定义为： 

AA 类企业: 经海关验证的信用突出企业 

     A 类企业: 信用良好的企业 

     B 类企业: 信用一般企业，适用常规管理 

     C 类企业: 信用较差企业 

     D 类企业: 信用很差企业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进口总额（单位：万美元） - - - 

出口总额（单位：万美元） - - - 

      

 出口信息 

  海关编码  名称  2017 2016  2015 

HS93029382 发动机 39203.00 38842.00 38842.00 

HS93029382 发动机 39203.00 38842.00 38842.00 

HS93029382 发动机 19203.00 28842.00 88842.00 

进口口信息 

  海关编码  名称  2017 2016  2015 

HS93029382 发动机 39203.00 38842.00 38842.00 

HS93029382 发动机 39203.00 38842.00 38842.00 

mailto:info@3acredit.cn
http://www.global-eagle.cn/


 

免责声明: 本资信报告仅供使用者参考之用，不能用作诉讼依据。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本报告所引起的所有一切后果，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3ACredit 商安信 | 全国免费电话：400-7729-029 | 邮箱：info@3acredit.cn | 在线订购平台：www.global-eagle.cn 全球鹰 | 官方网站： www.3acredit.cn 

商安信(上海)企业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3ACredit Group 

科氏码：9366686180  送达时间：2017-08-21 

HS93029382 发动机 39203.00 38842.00 38842.00 

 

备注：可订购目标公司进出口海关详情 

出口行业信息 

  海关编码  名称  2017 2016  2015 

HS93029382 发动机 39203.00 38842.00 38842.00 

HS93029382 发动机 39203.00 38842.00 38842.00 

HS93029382 发动机 19203.00 28842.00 88842.00 

 

财务信息 

资产负债表 注释 (货币单位： CNY 1,000) 

年度 2016-06-30 2015-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8,287 40,813  

短期投资 0 0  

应收票据 0 0  

应收账款 4,952 4,040  

其他应收款 543 409  

预付款项 8,014 1,770  

存货 0 0  

待摊费用 0 0  

其他流动资产 0 0  

流动资产合计 61,795 47,032  

非流动资产    

长期投资 0 0  

固定资产净值 1,275 1,263  

在建工程 15,459 29,640  

无形资产 15,459 29,640  

长期待摊费用 1,355 1,511  

其他长期资产 0 0  

其他资产 1,257 257  

递延税款借项 26 26  

非流动资产合计 3,913 3,057  

资产合计 65,708 50,089  

 

负债及股东权益 注释 (货币单位： CNY 1,000) 

年度 2016-06-30 2015-12-31  

流动负债    

短期贷款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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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 0 0  

应付账款 20 1,130  

预收账款 72 72  

应付工资 72 72  

应付福利费 - -  

应付税金 38 925  

其它应付款 1,655 21,665  

预提费用 0 0  

其他流动负债 0 0  

流动负债合计 1,786 23,81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0 0  

长期负债合计 0 0  

递延税款贷项 0 0  

其他负债 0 0  

负债合计 1,786 23,811  

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 16,324 15,000  

资本公积 29,349 680  

盈余公积 0 ·0  

未分配利润 16,350 8,977  

其他权益 63,922 26,278  

所有者权益合计 65,708 50,089  

 

损益表 注释 (货币单位： CNY 1,000) 

年度 2016-06-30 2015-12-31  

主营业务收入 15,459 29,640  

减: 主营业务成 2,728 12,142  

减: 主营业务税 50 73  

主营业务利润 12,731 17,498  

加: 其他业务利 - -  

减: 营业费用 1,364 2,083  

减: 管理费用 3,987 6,264  

减: 财务费用 101 35  

营业利润 7,384 8,925  

加: 投资损益 0 0  

加: 补贴收入 - -  

减: 资产减值损 46 187  

加: 营业外收入 6 1,200  

减: 营业外支出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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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7,390 10,125  

减: 所得税 0 666  

净利润 7,390 9,459  

 

数据来源 - 汇率变化 CNY100 = $ 15.46 =€ 13.66 （2016-12-31） 

审计单位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意见 - 

注释 该公司财务来自目标公司披露的年报，是合并报表。（其中 2016 年财报为半年报） 

财务说明 2016 年目标公司进行了增资确认，实际 2015 年已经增资，因此其 2015 年的实收资本与 2014 年不同 

       

财务分析 

年度 2016-06-30 变化率（%） 2014-12-31 

总资产 35,505 240 ↑  6,369 

总负债 5,489 198 ↑ 985 

所有者权益 29,640 25 ↑ 23,811 

营业收入 11,14 45 ↑ 5,057 

净利润   2,209 234 ↑ 47,578 

流动资产合计  9,459 23 ↑  7,356 

流动负债合计 1,376 0.3 ↓  7,356 

 

重要财务比率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盈利能力比率 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报酬率（%）    

毛利润率（%）    

营运比率 存货周转率（次）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流动资产周转（次）    

总资产周转率（次）    

结构比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生产力比率 雇员平均利润(千)    

雇员平均营业利润(千)    

雇员平均股东权益(千)    

雇员平均总资产(千)    

净资产流动率(x)    

成长比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    

营业利润增长率（%）    

总资产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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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记录 

年份 破产记录 诉讼开庭记录 裁决文书记录 诉讼执行记录 失信被执行人 

2017 0 0 0 0 0 

2016 0 1 2 0 0 

2015 0 0 0 0 0 

2014 0 0 0 0 0 

      

 
裁决文书记录 

日期 标题 案号 法院 案由 

2016-06-20 喬洁美与商安信(上海)企業管理咨詢股份有限公司労働合同糾紛

二审民事判决書 

（2016）沪 02 民終 4136 号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劳动合同纠纷 

2016-02-17 喬洁美労働合同糾紛一审民事判决書 （2016）沪 0107 民初 1293 号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劳动合同纠纷 

 

诉讼执行记录 

日期 标题 案号 法院 案由 

     

     

 

诉讼开庭记录 

日期 标题 案号 法院 案由 

2016-06-20 喬洁美与商安信(上海)企業管理咨詢股份有限公司労働合同糾紛

二审民事判决書 

（2016）沪 02 民終 4136 号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労働契約紛争 

     

 

失信被执行人 

日期 标题 案号 法院 案由 

     

     

负面记录 

经营异常信息 

列入日期 作出决定机关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   

     

   

 
欠税信息 黑名单类型 信息发布税务局 认定原因  余额/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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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日期 

     

     

 
股权出质信息 

批准日期 出质人类别 出质金额 质权人 审批部门 

     

     

 
动产抵押信息 

履约起始日期 履约截止日期 抵押权人 被担保主债权种类 被担保主债权数额 

     

     

 
行政处罚 

案发时间 案由 处罚种类 决定机关 处罚金额 

     

     

 
司法拍卖记录 

拍卖日期 拍卖标的 起拍价 拍品介绍  

     

    

公共记录 

知识产权 

申请公布日 标题 专利类 申请公布号 法律状态 

     

 

域名备案信息 

域名 登记日期 备案号 

www.global-eagle.cn 2016-11-01 沪 ICP 备 15022071 号-11  

www.3acredit.cn 2015-05-14 沪 ICP 备 15022071 号-11  

www.3arating.com 2015-05-14 沪 ICP 备 15022071 号-10  

www.gu1gu.net 2015-05-14 沪 ICP 备 15022071 号-2  

     

新闻及公告 

日期 标题 类型 

2016-06-22 商安信新三板募资 2999 万元 用于新产品研发 正面 

2016-06-17 商安信:商安信(上海)企业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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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17 :商安信(上海)企业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发行新增... 未知 

    

   

本报告完 REPORT END 

mailto:info@3acredit.cn
http://www.global-eagl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