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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北京市北京市北京市 xxxxxxxx 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信用评价信用评价信用评价信用评价    

结论通知结论通知结论通知结论通知    

    

北京市北京市北京市北京市 xxxxxxxx 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    

     受贵单位委托，我们根据国际通行法律原则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依据 IB/E-315:9000 国际信

用管理体系标准、GB/T CCA9001 行业标准进行信用评价。我

们实施了信息采集、现场调查、信用分析、质量审核、专家评

审等必要的评价程序，最终从单位的外部环境、资质许可、

经营状况、管理状况、财务状况、知识产权状况、公共记录

等方面评价认定：贵单位信用等级为 AAAAAAAAAAAA 级，合同信用等级

为 AA 级，质量服务信用等级为 AA级，信用管理级别为 A，展

望为稳定。为及时发现和揭示未来可能出现的潜在信用风险，

我们将对贵单位的信用状况保持密切关注，并在必要的情况

下及时揭示受评对象可能出现的信用水平变化。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北京市 xx绿化清洁有限公司信用报告》 

 

 

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 

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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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标准标准标准信用信用信用信用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中美〔2010〕01532 号      

 

北京市北京市北京市北京市 xxxxxxxx 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全体股东全体股东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依法采集、验证了贵单位截至 2012 年 08 月 02

日止设立登记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及相关信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和相关协议、规章制度、信用标准的要求提

供真实、合法、完整的评价资料，保护信用信息数据的安全、完整是

全体股东及贵单位的责任。 

一、评价评价评价评价机构对机构对机构对机构对报报报报告告告告的的的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法律责任 

根据国际通行法律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

“政府引导、行业自律、中介评价、社会监督”的国家信用政策及法

律法规赋予的权利，遵照“信用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行业自律标

准》”，依据《IB/T E-315:9002 国际信用管理体系标准》，按照国家级

行业标准(《GB/T CCA9002 企业信用评价标准》)和评价程序，我们“独

立、客观、公正”执行信用评价工作，对信用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和合

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二二二、、、、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北京市 xx 绿化

清洁有限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设计、实施和维护

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

而导致的重大错报；（2）选择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3）作出合理

的会计估计。 



89:;<=>>?@AABBBCDEFGHIJJJCKLM NOP QQ RSTUVWXYZ[89\]

  

 

三三三三、、、、注册信用师对评价结论的责任注册信用师对评价结论的责任注册信用师对评价结论的责任注册信用师对评价结论的责任    

我们的职责是在实施信用认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受评对象的信用状

况发表评价结论与分析，并用信用等级符号进行直观表示。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信用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信用认证工作。中国注册信用

师执业准则和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恪守“独立、公正、客观”

三项原则，计划和实施认证工作以对信用评价结论与分析是否不存在

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四四四四、、、、审核员对质量审核的责任审核员对质量审核的责任审核员对质量审核的责任审核员对质量审核的责任    

信用信息数据的质量控制是信用报告客观、公正的前提，质量审

核是信用报告质量的重要保证，质量控制与审核取决于数据验证程序

和信用标准的权威性。数据验证程序取决于审核员对采集的信用信息

数据进行的渠道验证，对信用报告内容进行的逻辑验证,对同一被征信

对象的信用报告进行的纵向验证等。信用标准的权威性来自于标准本

身的科学性、先进性、普适性、严密性、公开透明性和社会公信力。 

在进行质量控制与审核时，审核员根据程序和标准建立科学、合

理、严谨和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保证信用报告的质量：（1）建立评价

报告信息质量审核机制，审核人员应对收集到的评价信息进行严格审

核；（2）实地调查与访谈制度；（3）信用评审委员会管理制度，由

外部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评级结果进行投票表决；（4）跟踪评级

及复评制度；（5）防火墙制度、回避制度等避免利益冲突的相关制度；

（6）违约率检验制度；（7）记录报告完成人及审核人。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信用评

价结论与分析提供了基础。 

五五五五、、、、组建及其组建及其组建及其组建及其信用信用信用信用审审审审核核核核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经我们审核，截止 2010 年 04月 19日止，贵单位的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叁佰万元整（￥3,000,000元），由股东 xxx、xxx 共同出资组建，



89:;<=>>?@AABBBCDEFGHIJJJCKLM NOP QQ RSTUVWXYZ[89\]

  

在 xx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注册。贵单位的信用状况见““““标准标准标准标准信用信用信用信用

报告正文报告正文报告正文报告正文””””。  

六六六六、、、、信用信用信用信用报告的使用报告的使用报告的使用报告的使用    

1、本信用报告供贵单位向社会提供及据以向使用者签发信用证明

时使用。 

2、本信用报告供贵单位向社会及使用者提供商业决策使用。    

3、本信用报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政策（含香港、

澳门、台湾）和国际通行法律原则。 

4、本信用报告需经中国注册信用师签字并加盖信用评价机构公章

后与“备查文件”同时提供方为有效。 

七七七七、、、、信息的真实性及独立性信息的真实性及独立性信息的真实性及独立性信息的真实性及独立性、、、、版权版权版权版权、、、、有效期限及其它有效期限及其它有效期限及其它有效期限及其它    

1、本所除因本次评价事项与受评对象构成受托委托关系外，北京

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本次评价分析人员和审核人员与受评

对象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评价行为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的关联关

系，分析与审核人员在评价过程中恪守职业规范，履行了相应的尽职

调查和诚信尽责的义务，保证出具的信用报告的客观、准确、公正、

及时。 

2、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出具的评价结论是根据

E-315:9002 国际信用管理体系标准，按照 GB/T CCA9002-2009 企业信

用评价标准（国家级行业标准）和程序做出的独立判断，未因被评对

象和其他任何组织及个人的任何影响改变评价意见。 

3、本信用报告不应将其视为是对贵单位对信用报告日后信用保

全、偿债能力和持续信用能力等的保证和因使用不当而导致决策上的

失误而承担法律意义上的责任。 

4、本信用报告版权归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有，未经

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书面授权与许可，任何单位与个人

不得复制、转载、散发、和出售报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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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信用报告的信用评价结果有效期限为壹年。 

6、本信用报告的解释权归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所

有。 

 

八八八八、、、、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信用报告摘要 

2. 信用报告正文 

3. 重要说明 

4. 备查文件   

     

内审员：  

                                  

外审员：                       

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      

中国·北京                   

                                 2012 年 08 月 02 日  

 

 

 

 

 

 

 

 

 



89:;<=>>?@AABBBCDEFGHIJJJCKLM NOP QQ RSTUVWXYZ[89\]

  

 

报告概述报告概述报告概述报告概述    

 

评价结果 ^_`a^_`a^_`a^_`abbbbcde ff ghijklmnopopopopqrstqrstqrstqrstbbbbuuuuuuuuuuuuvwqrstvwqrstvwqrstvwqrstbbbbuuuuuuuuxyz{qxyz{qxyz{qxyz{qrstrstrstrstbbbbuuuuuuuuqr|}t~qr|}t~qr|}t~qr|}t~bbbbuuuu
    ^_��^_��^_��^_����������bbbb������������������������������� ¡�¢£

主要财务指标 ¤¥¦§¨ ©ªª«¬©¬® ©ªª¯¬©¬®°±² ³´³µ¶´·¸¹º»¸ ³´µ¼¹´³³»º½½¾¿ÀÁÂ ³´µ¸¼´¹½½ºµ» ³´Ã¸¹´½½½º¹·ÄÅÆÇ ³´¸·»´Ã¶¸ºÃÃ ³´¸·»´Ã¶¸ºÃÃÈÉ°Ê µ¼»´»½¸º¸½ ·¸´½µ³ºÃÃËÆÌÍÎÏÐ µ·¹º·· ÑÒÓ µ»¹º¹ ÑÒÓÔÕÎÏÐ ¸¸º¸µÑÒÓ ¹¸º¶ÑÒÓÖ×±²ÎÏÐ µºµ¶ÑÒÓ ¸º¸µÑÒÓØÙÚÐ ¸º¶½ ¸º¸¸ÛÙÚÐ µº·Ã µº·µÜÝÚÐ Ãº·· Ãº¸·ÞÈÐ ¸·º¸µß ¸¹ºµ¹ß°±²àáÐ ½º¹¶ß Ãº»¸ß±²âãÐ ½º¶ß ½ºÃ¸ßäå µæçèéêëìçè¸æèíîïìðmñòóôõçö÷øùúû¸ÃµÃ ü Ã» ý µ· þçökÿ�lû�üí�ä����ûfff ff

评价观点 cdí�������	
������� �í������cde ff ghijklmn����������	
��� !"#$%$$$ �&��	
'()��*+ûqr,-qr,-qr,-qr,-bbbb
····    .	�/01 2345%³µ½å·ÃÃÃ ����6789:; <34=   $·ÃÃ¸����9:>�?@&AB£
····    .	�/01�CD�EF;�GHIeJK��LMNGOeIe67AB�����PúQR�STémn&UV��WXYZ[&��\]� _̂��� ¡Q¢£
····    .	�/øk1`&UVab�êcädefDg67;1`UV£
····    hij9mn67klæmV8n�opq)rs£mntu67Uvwx�UVyzZ[�{|��}�~��E�&d�;QR&��£
····    

j9mn��j9��67��¢�����W�a�����¢hmn��&����£
····    

j9mn�8��kl17��������¢�a�m��z&���økQ¢& _̂& ������; ¡£qr�qr�qr�qr�----bbbb.	�/��� �¡��;�¢&£ù�¤�¥��o¦�§¨¡©ioª|^)UV67��¡&����£J«.	�/�oprs67�¬æW�67tu�8�bæR®�¯¬æ°±��²�UV³ñ;®�UvN\´�����µ¶·¸¹º»�¯¬�¼mn&½¯���¾£
其他重大事项： ¿Àçöþ�ÁÂ{Ã~.	�/ÄÅkÿ&Æ¡�Ç£
跟踪评价重点关注因素：

···· È���8nmV�z£
····

��678nmV�z£
····

bÉ678nm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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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价信用评价信用评价信用评价    

评价结果评价结果评价结果评价结果    

评价主体 北京市 xx 绿化清洁有限公司 

业务趋势 稳定 

企业信用等级 AAA 

合同信用等级 AA 

质量服务信用等级 AA 

信用管理级别 A 

信用代码 CN2010292827XXXX 

    评价程序评价程序评价程序评价程序及因素及因素及因素及因素    

（全文省略……） 

    主要参考指标及权重主要参考指标及权重主要参考指标及权重主要参考指标及权重     

参考指标 权重 

管理层素质、员工素质、组织结构 7% 

企业背景、经营状况 17% 

企业规模 13%  

财务状况 30% 

企业发展 7%    

竞争力、行业分析 7% 

企业、行业展望 4% 

企业信用管理  15% 

合计 100% 

特殊加减分因素 -10%～+10% 

信用等级信用等级信用等级信用等级符号符号符号符号与释义与释义与释义与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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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N�PQR�N�PQR�N�PQR�N�PQR�TTTT����Wxy����W��rstuvw�Hz{UCW��ef_`Ua| B@���L~�� AA 

N�PQ}�N�PQ}�N�PQ}�N�PQ}�TTTT���lWxy�`�BW��rstuvw�Hz{�CW��ef_`�a| �B�M�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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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 

N�PQ�µN�PQ�µN�PQ�µN�PQ�µTTTT�Hxy¶·W��rstuvw�Hz{BW���¸W��ef_`¹|�ML��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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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ÊÄ�� �ÇÈÉÊÄ������ÑÑÑÑ���� ����� �������������ÇÈ���È  !"�  ä"#$%&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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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管理级别说明信用管理级别说明信用管理级别说明信用管理级别说明    �/ ÇÈ0123456789:;<

A

ÇÈ01=>�?@ABC
D�EFùG�
ÇÈG�HùÓ�IJ�EKLM���?@.�-�N?@A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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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 ��àÝ ���äËådädËËç ]�ÇÈlm¾¿À�Á�
                                                                                 

报告摘要报告摘要报告摘要报告摘要     

中文名称 北京市 xx 绿化清洁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曾 用 名 经查，该单位无名称变更记录信息。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HTTP:// -- 

因特网址 

ICP 备案号 -- 

开业时间  

法律性质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负 责 人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信用等级  

信用管理级别  

信用管理人员  

投资总额  

销售额  

净  值  

员工人数  

经营面积  

经营状态 
 

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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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时间  

备备备备                注注注注     

报告正文报告正文报告正文报告正文

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基本情况〔〔〔〔04C0104C0104C0104C01〕〕〕〕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基本信息〔〔〔〔04C0104C0104C0104C01AAAA〕〕〕〕    

中文名称 北京市 xx 绿化清洁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 

注册地址  

注册地邮政编码  

经营地址  

经营地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区号  

联系电话  

传真区号  

传    真  

     

  

 

因特网网址 

  

电子信箱地址  

在职职工人数  

经营面积  

经营状态  

是否上市  

上市交易所    

纳税人编码  

高新技术企业  

进出口经营资格    

上级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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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等级  

信用管理级别  

信用管理部门  

信用管理人员  

信用顾问     

体系认证  

销售额  

净值  

员工人数  

财务状况  

趋势  

货币单位  

报告时间  

备注 “--”代表我们无法取得该项资料或由于信息不真实；

“行业代码”采用的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注册注册注册注册信息信息信息信息〔〔〔〔04C0104C0104C0104C01BBBB〕〕〕〕    

注 册 号  

注册机构名称  

注册机构代码  

标识代码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注册币种  

注册类型  

成立日期  

营业终止日期  

经营范围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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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注册地址  

综合描述： 

 

 

税务登记税务登记税务登记税务登记信息信息信息信息〔〔〔〔04C0104C0104C0104C01CCCC〕〕〕〕    

纳税人识别号  

组合位置编码  

登记日期  

非正常户认定日期  

非正常户恢复日期  

纳税登记机构  

纳税人类别  

税务登记证号码  

税务登记证有限期限  

综合描述： 

 

 

质监登记质监登记质监登记质监登记信息信息信息信息〔〔〔〔04C0104C0104C0104C01DDDD〕〕〕〕    

组织机构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赋码  

组织机构代码验证结果  

质监年检验证日期  

质监年检变更内容  

质监年检变更日期  

质监年检注销原因  

质监年检注销日期  

组织机构代码有效期限  

综合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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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登记信贷登记信贷登记信贷登记信息信息信息信息〔〔〔〔04C0104C0104C0104C01EEEE〕〕〕〕    

基本账户开户行  

基本账户类型  

基本账户号码     

开户时间     

贷款卡卡号  

综合描述： 

 

 

    年检信息年检信息年检信息年检信息〔〔〔〔04C0104C0104C0104C01FFFF〕〕〕〕    

工商年检信息工商年检信息工商年检信息工商年检信息〔〔〔〔04C01FA04C01FA04C01FA04C01FA〕〕〕〕    

工商年检结果  1 

工商年检日期  

工商年检变更类型  

工商年检变更事项  

2 

工商年检变更日期  

工商年检变更类型  

工商年检变更事项  

3 

工商变更日期  

综合描述： 

 

税务年检信息税务年检信息税务年检信息税务年检信息〔〔〔〔04C01FB04C01FB04C01FB04C01FB〕〕〕〕    

税务年检结果  1 

税务年检日期  

税务年检变更类型  

税务年检变更内容  

2 

税务年检变更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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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年检注销原因  3 

税务年检注销日期  

综合描述： 

信贷卡年检信息信贷卡年检信息信贷卡年检信息信贷卡年检信息〔〔〔〔04C01F04C01F04C01F04C01FCCCC〕〕〕〕 

信贷卡年检结果 -- 1 

信贷卡年检日期 -- 

信贷卡年检变更类型 -- 

信贷卡年检变更内容 -- 

 2 

信贷卡年检变更日期 -- 

信贷卡年检注销原因 -- 3 

信贷卡年检注销日期 -- 

经调查，截止报告日，目标公司银行信贷卡在办理中，无不良信用记录。 

 

    资质状况资质状况资质状况资质状况〔〔〔〔04C0204C0204C0204C02〕〕〕〕    

    行业资质行业资质行业资质行业资质〔〔〔〔04C004C004C004C02A2A2A2A〕〕〕〕    

资质名称 登记编号 效力状况 

营业执照   

è
 

发证机构  

组织机构代码证   

é
发证机构  

税务登记证 

 

 

ê
发证机构 

 

    许可事项许可事项许可事项许可事项〔〔〔〔04C004C004C004C02B2B2B2B〕〕〕〕 

   1 

  

   

    

    分支机构及下属企业分支机构及下属企业分支机构及下属企业分支机构及下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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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母公司母公司母公司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公司名称 --

地    址 --

电    话 --

企业性质 -- 

控股比例 --

综合描述： 

总部总部总部总部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公司名称 --

所在国家/地区 --

控股比例 --

综合描述： 

 

关联关联关联关联公司信息公司信息公司信息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 

地    址 -- 

电    话 -- 

企业性质 -- 

注册资本 -- 

综合描述： 

 

    股本结构股本结构股本结构股本结构    

股东 投资金额（元） 投资比例（%） 

   

   

   

综合描述： 

    历史沿革历史沿革历史沿革历史沿革

（全文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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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结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

  

  

  

  

  

 

 

    经营经营经营经营情况情况情况情况〔〔〔〔04C0304C0304C0304C03〕〕〕〕    

出资方信息出资方信息出资方信息出资方信息〔〔〔〔04C004C004C004C03333AAAA〕〕〕〕    

企业出资方名称  

出资人证件种类  

  

1 

   出资人证件号码  

企业出资方名称  

出资人证件种类  

2 

出资人证件号码  

出资方法定代表人姓名  

出资方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4 

出资方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出资方所属企业行业类型  

出资方出资方式  

出资方出资金额  

出资方出资币种  

出资方出资比例  

 

5 

出资方资金到位情况  

综合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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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信息股权投资信息股权投资信息股权投资信息〔〔〔〔04C004C004C004C03B3B3B3B〕〕〕〕 

投资对象名称 -- 

投资对象联系地址 -- 

投资对象联系电话 -- 

投资对象法定代表人 -- 

投资对象法定代表人

证件种类 

-- 

投资对象法定代表人

证件号 

-- 

投资对象行业类型 -- 

投资对象式 -- 

投资币种 -- 

投资比例 -- 

投资日期 -- 

综合描述： 

 

高级管理人员身份信息高级管理人员身份信息高级管理人员身份信息高级管理人员身份信息〔〔〔〔04C004C004C004C03C3C3C3C〕〕〕〕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份  

职    位  

学    历  

行业经验  

管理经验  

    

    

1111    

工作经历  

姓    名  

性    别  

    

    

2222    出生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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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位  

学    历  

行业经验  

管理经验  

工作经历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份  

职    位  

学    历  

行业经验  

管理经验  

    

    

3333    

工作经历  

从业人员状况从业人员状况从业人员状况从业人员状况 

员工人数  

其中：管理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  

生产工人  

经营场所状况经营场所状况经营场所状况经营场所状况 

地理位置  

经营面积  

其中：办公面积  

房屋产权  

综合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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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主营主营主营业务业务业务业务及及及及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主营业务  

产品品牌  

 

（全文省略……） 

 

 

销售销售销售销售区域及合作伙伴区域及合作伙伴区域及合作伙伴区域及合作伙伴 

地区分布   

销售方式  

付款方式  

综合描述： 

 

采购采购采购采购区域及合作伙伴区域及合作伙伴区域及合作伙伴区域及合作伙伴 

地区分布(2010)   

购买方式  

综合描述： 

 

主要客户主要客户主要客户主要客户 

客户类型 比例（%） 

直接客户  

间接客户  

分支机构  

主要客户： 

主要供应商：-- 

主要客户的评价信息主要客户的评价信息主要客户的评价信息主要客户的评价信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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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经营业绩经营业绩经营业绩 

销售额  

经营效益经营效益经营效益经营效益 

 

（全文省略……） 

 

 

付款记录付款记录付款记录付款记录 

 

 

实地调查实地调查实地调查实地调查 

 

（全文省略……） 

 

 

 

    财务信息财务信息财务信息财务信息〔〔〔〔04C0404C0404C0404C04〕〕〕〕    

会计期间会计期间会计期间会计期间〔〔〔〔04C004C004C004C04A4A4A4A〕〕〕〕    

期间日期        

资产状况资产状况资产状况资产状况〔〔〔〔04C004C004C004C04B4B4B4B〕〕〕〕    

资产负债情况资产负债情况资产负债情况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元（人民币）    

    2002002002009999----12121212----31313131    2002002002008888----12121212----31313131  

数据来源 非审计方 非审计方  

货币资金 187,652.90 46,636.55  

短期投资    

应收账款 120,003.02 214,587.00  

其他应收款 52,000.00 45,000.00  

预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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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161,201.50 48,794.00  

其中：原材料    

      库存商品    

待摊费用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流动资产流动资产流动资产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520,857.42 355,017.55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原值 2,935,500.00 2,935,500.00  

减：累计折旧 138,431.00 104,183.00  

固定资产净值 2,797,069.00 2,831,317.00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在建工程    

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    

固定资产合计固定资产合计固定资产合计固定资产合计    2,797.069.00 2,831,317.00  

无形资产    

其中：土地使用权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及其他无形及其他无形及其他无形及其他资产资产资产资产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资产总计资产总计资产总计资产总计    3,317,926.42 3,186,334.55  

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10,502.50 27,658.86  

应付工资 143,082.00 128,560.00  

应付福利费    

应交税金 35,685.78   

其他应付款  3,560.00  

流动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189,270.28 159,778.86  

 长期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合计    



ÂÃÄÅÆÇÈÈÉÊËËÌÌÌÍÎÏÐÑÒÓÔÔÔÍÕÖ× ØÙÚ ÛÛ ÜÝÞßàáâãäåÂÃæç

  

负债合计负债合计负债合计负债合计       

实收资本（股本） 3,000,000.00 3,000,000.00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128,656.14 26,555.69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28,656.14 3,026,555.69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3,317,926.42 3,186,334.55  

 

损益情况损益情况损益情况损益情况                                                                                                                                                                单位：元（人民币） 

 2002002002009999 年年年年 2002002002008888 年年年年  

数据来源 非审计方 非审计方  

主营业务收入 3,294.072.00 3,294,072.00  

    减：主营业务成本 2,331,742.13 2,432,209.04  

            税金及附加 181,173.96 181,173.96  

主营业务利润 781,155.91 680,689.00  

    加：其他业务利润    

    减：管理费用 402,511.50 342,920.00  

        营业费用 187,980.565 239,760.00  

        财务费用 6,211.60 5,496.00  

营业利润 184,452.25 92,513.00  

    加：投资收益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利润总额 184,452.25 92,513.00  

减：所得税 82,351.80 82,351.80  

净利润 102,100.45 10,161.20  

 

现金流量现金流量现金流量现金流量                                                                                                                                                                单位：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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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0200200999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200200200200888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数据来源 非审计方 非审计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 3,381,656.98 3,319,07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量 3,240,639.63 3,301,407.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016.35 17,664.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 0.00 2,7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量 0.00 2,7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 0.00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量 0.00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0.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1,016.35 17,664.20 

备备备备    注注注注 

综合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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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北京市北京市北京市 XXXXXXXX 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    

    

结论性财务分析报告结论性财务分析报告结论性财务分析报告结论性财务分析报告    ��������������� !"#$%&'�()
一一一一、、、、企业整体财务状况企业整体财务状况企业整体财务状况企业整体财务状况    

 

2010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 112,984.39 万元；营业利润为 5,890.53

万元；净利润为 4,420.09万元；资产总计为 42,156.35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为 1,643.38万元，应收账款为 2,331.78万元，存货为 4,789.76 万元；负债合

计为 12,527.89万元；股东权益合计为 29,628.46 万元。 

    

二二二二、、、、资产负债状况分析资产负债状况分析资产负债状况分析资产负债状况分析    

 

     2010年度，资产总额为 42,156.35万元，其中流动资产为 9,499.52万元，

占比为 22.53%；长期投资为 0.00万元，占比：0.00%；固定资产为 30,825.27

万元，占比为 73.12%，固定资产占比很高，它对企业的产业结构和盈利能力起

决定性作用；无形资产及其它资产为 1,831.57万元，占比：4.35%，，无形资产

及其它资产占比比较高，它对企业的产业结构和盈利能力影响比较大。而上年

度上述指标分析别为 18.86% 、0.00% 、73.67% 、7.47% 。 

    企业本年度资本总额为 12,527.89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12,527.89万元，

占比为 29.72%；长期负债为 0.00万元，占比为 0.00%；所有者权益为 29,628.46

万元，占比为 70.28%；长期资本为 29,628.46 万元，占比为 70.28%；资金结构

的稳定性过高，风险小，但资金成本太高；而上年度上述指标分析别为 18.63% 、

0.00% 、8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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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长期性资本（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提供了 29,628.46 万元的资金，

而公司的长期性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占用了

32,656.83 万元，长期性资本不能解决长期性资产的资金需要，营运资本缺口

为 3,028.37万元，不能满足流动资产占有资金的需要，再加上本年度营运资本

需求为 328.25万元，导致企业资金紧张，支付困难，资金缺口 3,356.62万元，

需要通过短年度借款来解决。 

 

三三三三、、、、利润分析利润分析利润分析利润分析    

 

2010 年度，利润总额为 5,893.46 万元；较上年度的 3,087.80 万元上升

90.86%；营业利润为 5,890.53万元，占比为 99.95%；投资收益为占比为 0.00%；

补贴收入为占比为 0.00%；营业外收入为 3.00万元，占比为 0.05%；营业外支

出为 0.08万元，占比为 0.00%；本年度企业盈利主要靠自身的经营，利润的可

靠性高，盈余质量较好，但同时也反映企业的盈利手段单一；而上年度上述指

标分析别为 99.23% 、0.00% 、0.59% 、0.18% 、0.00% 。 

 

    

四四四四、、、、成本分析成本分析成本分析成本分析    

 

成本费用总额为 108,715.95万元，较上年度增加 140.92%；其中主营业务

成本及税金为 43,348.46 万元，占比为 97.18%；经营管理成本为 1,004.11 万

元，占比为 1.46%；营业外支出 0.00万元，占比为 0.00%；而上年度上述指标

分析别为 96.06% 、2.23% 、0.00% 。 

    从单项较上年度相比较而言，主营业务支出大幅增加，增加 143.73% ，经

营管理成本大幅增加，增加 58.43% ，营业外支出此方面支出有所增加 。企业

支出主要以营业支出及税金为主，支出结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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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经营风险分析经营风险分析经营风险分析经营风险分析    

 

本年度企业的经营平衡收入为 24,855.63 万元，比上年度增加 107.93%；

如果本年度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低于此，将会亏损。经营安全率为 354.56%，只

要企业销售下降不低于 88,128.76 万元，自身经营还会有盈利。经营安全水平

非常安全，具有很强的抵抗销售下降的打击。 

 

六六六六、、、、现金流量状况分析现金流量状况分析现金流量状况分析现金流量状况分析    

 

2010年度，现金净流动量为 1,628.10万元，，比上年度增加 4806.852%：，

其中：现金收入总计：137,645.52万元，，比上年度增加 143.651%：，现金支出

总计：136,017.42万元，，比上年度增加 140.622%：本年度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量是 12,260.66 万元，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是-13,805.75万元，筹资活动净现

金流量是 3,173.19万元；现金净流量以经营活动净流量为主。 

    在现金流入构成中，经营现金流入占比：96.37%，投资现金流入占比：0.00%，

融资现金流入占比：3.63%；而上年度上述指标分析别为 96.99% 、0.00% 、

3.01% ； 

    在现金流出构成中，经营现金流出占比：88.51%，投资现金流出占比：

10.15%，融资现金流出占比：1.343%；而上年度上述指标分析别为 95.71% 、

4.28% 、0.010% 。从总体上可以看企业经营状况良好，通过筹集资金进行投资，

企业注重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现金收入增长速度大于现金支出速度，将会增

加企业的现金净流量。 

 

    

七七七七、、、、财务效益状况分析财务效益状况分析财务效益状况分析财务效益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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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度，在财务效益指标中，可以看出销售净利率为 3.90%，销售毛利

率为 6.40%，成本费用利润率为 4.10%，资产利润率为 10.40%，净资产收益率

为 14.90%；而上年度上述指标分析别为 4.80% 、8.40% 、5.20% 、9.30% 、

11.40% 。说明企业总体盈利能力及销售盈利能力都较上年度有所下降，本年度

成本费用控制能力较上年度减弱，经营管理水平不如上年度，本年度资产盈利

能力较上年度增加，说明企业在增加收入或节约资金使用方面较上年度有所增

强，本年度净资产盈利能力较上年度增加，说明企业的管理效率及盈利能力较

上年度有所增强。 

 

    

八八八八、、、、资产运营状况分析资产运营状况分析资产运营状况分析资产运营状况分析    

 

    2010年度，在资产运营指标中，可以看出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 5.51，存货

周转天数为 13.33，营业周年度为 18.83，应付账款偿还年度为 38.33，资产周

转率为 3.37；而上年度上述指标分析别为 7.61 、20.95 、28.56 、14.97 、

2.01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及存货周转天数较上年度都下降，企业营业周年度也

下降，说明企业销售能力增强并且加大了应收账款的回收力度，本年度应付账

款偿还年度较上年度增加，说明企业在在利用外部资金方面较上年度有所增强，

但如果盈利能力减弱将会影响企业的信誉，本年度资产周转率较上年度增加，

说明企业资产经营能力较上年度有所增强，资产效率提高。 

 

    

九九九九、、、、偿债偿债偿债偿债能力能力能力能力状况状况状况状况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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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在偿债能力指标中，可以看出营运资本为-3,028.37万元，流

动比率为 0.758，速动比率为 0.375，现金流动负债比率为 0.131，资产负债率

为 29.70%，已获利息倍数为 152.284，净资产收益率为 14.90%；而上年度上述

指标分析别为 57.34 万元、1.012 、0.387 、0.003 、18.60% 、240.404 、

11.40% 。本年度企业的流动比率、速率比率较上年度都下降，说明企业短年度

偿债能力减弱，本年度营运资本较上年度下降，说明企业利用长期债务融资的

流动性资产减少，偿还短年度债务的能力减弱，本年度资产负债率、净资产利

润率都较上年度增加，说明企业资产盈利能力较上年度有所增强，资产经营效

率提高，偿债能力增强，但应关注资产经营效率。 

 

十十十十、、、、发展能力状况分析发展能力状况分析发展能力状况分析发展能力状况分析    

 

    2010年度，在发展能力指标中，可以看出营运资本为-3,028.37万元，可

用资本为29,628.46万元，销售收入增长率为138.70%，净资产增长率为46.60%，

净利润增长率为 90.80%，流动资产率为 22.50%，流动负债率为为 29.70%；而

上年度上述指标分析别为 57.34万元 、20,208.37万元 、-7.50% 、12.90% 、

-13.70% 、18.80% 、18.60% 。企业资金能力比较充足，并且有多余的资金投

资长期资产，但如果收益下降，将会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能力。另外企业净资

产增长率低于销售增长率，说明自身没有能力维持企业发展所需资金，需要对

外筹措资金来保险发展需要的资金，发展过程的风险较大。从流动负债率、流

动资产率和利润增长率搭配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扩大生产经营业务，增加了生产，

也增加了利润，经营形势良好。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财务危机预警分析判别模型分析财务危机预警分析判别模型分析财务危机预警分析判别模型分析财务危机预警分析判别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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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度，财务危机预警分析判别模型值为 2.715，经营安全度为 443.00%，

上年度值为 2.567，有所增加，增加 5.77% 。公司连续两年度财务危机预警分

析判别模型计分的值大于 0.9，说明公司经营状况处于安全状态，本年度经营

好于上年度。 

 

    

      

    知识产权信息知识产权信息知识产权信息知识产权信息〔〔〔〔04C0504C0504C0504C05〕〕〕〕 

专利专利专利专利〔〔〔〔04C004C004C004C05A5A5A5A〕〕〕〕    

专利名称 -- 

专利类型 -- 

专利号 -- 

专利申请日 -- 

 

1 

专利有效期限 -- 

著作权著作权著作权著作权〔〔〔〔04C004C004C004C05B5B5B5B〕〕〕〕 

著作权名称 -- 

著作权类型 -- 

著作权登记号 -- 

著作权取得日期 -- 

 

1 

著作权有效期限 -- 

商标商标商标商标〔〔〔〔04C004C004C004C05C5C5C5C〕〕〕〕 

注册商标名称 -- 

商标注册证号码 -- 

注册商标认定日期 -- 

 

1 

注册商标有效期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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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记录公共记录公共记录公共记录〔〔〔〔04C0604C0604C0604C06〕〕〕〕 

征信征信征信征信机构机构机构机构信用评级信用评级信用评级信用评级〔〔〔〔04C004C004C004C06A6A6A6A〕〕〕〕    

信用等级 AAA 级                  

证书编号 CN2010292827XXXX（1-1）    

信用管理级别 A 

评价机构 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所 

评价时间 2010-04-19 

有效期限 2013-04-18 

评价标准 
IB/T E-315:9002 国际信用管理体系标准 

GB/T CCA9002 企业信用评价标准（国家级行业标准） 

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认证认证认证认证〔〔〔〔04C004C004C004C06B6B6B6B〕〕〕〕 

信用信用信用信用管理管理管理管理体系体系体系体系认证认证认证认证    

认证名称 AA 级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证书编号 CN2010292827XXXX（1-2） 

认证机构 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 

认证日期 2010-04-19 

有效期限 2013-04-18 

执行标准 
IB/T E-315:9002 国际信用管理体系标准 

GB/T CCA9002 企业信用评价标准（国家级行业标准） 

 

1 

信用类型 合同信用 

认证名称 AA 级质量服务诚信单位 

证书编号 CN2010292827XXXX（1-3） 

认证机构 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 

认证日期 2010-04-19 

有效期限 2013-04-18 

执行标准 
IB/T E-315:9002 国际信用管理体系标准 

GB/T CCA9002 企业信用评价标准（国家级行业标准） 

 

2 

信用类型 质量信用、服务信用 

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认证认证认证 

 认证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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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 

认证机构 -- 

认证日期 -- 

有效期限 -- 

执行标准 -- 

认证类型 --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认证认证认证认证 

认证名称 -- 

证书编号 -- 

认证机构 -- 

认证日期 -- 

有效期限 -- 

执行标准 -- 

 

认证类型 -- 

荣誉情况荣誉情况荣誉情况荣誉情况〔〔〔〔04C004C004C004C06C6C6C6C〕〕〕〕 

荣誉名称 -- 

受予部门 -- 

 

受予时间 -- 

处罚情况处罚情况处罚情况处罚情况〔〔〔〔04C004C004C004C06D6D6D6D〕〕〕〕 

工商工商工商工商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1 

综合描述： 

 

税税税税务部门务部门务部门务部门    2 

综合描述： 

 

环保环保环保环保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3 

综合描述： 

 

4 质检质检质检质检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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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描述：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5 

综合描述： 

  

司法信息司法信息司法信息司法信息〔〔〔〔04C004C004C004C06E6E6E6E〕〕〕〕 

 

 

（全文省略……） 

 

 

企业财务审计信息企业财务审计信息企业财务审计信息企业财务审计信息〔〔〔〔04C004C004C004C06F6F6F6F〕〕〕〕 

审计机构 -- 

审计机构资质 -- 

注册会计师 -- 

审计日期 -- 

审计意见 -- 

提示信息提示信息提示信息提示信息〔〔〔〔04C004C004C004C06G6G6G6G〕〕〕〕 

综合描述： 

 

 

 

主任信用分析师主任信用分析师主任信用分析师主任信用分析师综述综述综述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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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省略……） 

 

    

 

 

 

---------------------------- 报告结束报告结束报告结束报告结束 ------------------------------ 

本信用报告是在专业信用机构的信誉保证与专业操守的约束下完成，绝无杜撰。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主要财务指标定义主要财务指标定义主要财务指标定义主要财务指标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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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比率 ＝ PQRSTU 3 PQVWTUX 
速动比率 ＝ YZ[\]^_ `̀̀̀ abc_de Z[fg^_ X
现金比率 ＝ 

bh\i e Z[fgX
资产负债率 ＝ Yfg^_ e \]^_dj kllmX
所有者权益比率 = （nopqr^_ e \]^_dj kllmX
毛利率 ＝ Ystuvwx `̀̀̀ stuvyzde tuwx j kll{X
销售净利率 = Yc|} e tuwxdj kllmX
净资产收益率 = Yc|} e ~�nopqrdj kllm X    
应收账款周转率 ＝ 

stuvwxc_ e �w��~��_�����w��_�� ����w��_��� e �� X
存货周转率 ＝ 

stuvyz e ab~��_X
固定资产周转率 ＝ 

stuvwxc_ e ��\]~�c�X
总资产报酬率 ＝ Y|}^_ � |���de ^\]~��_ j kllm�
 

 

 

 

 

 

 

 

    

北京中美北京中美北京中美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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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重要说明重要说明重要说明     

    

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是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设立和相

关部门授权许可的从事商业征信的合法主体，信用服务范围为：企业及个人信用征

集、评定；企业、个人信用评估；信用管理及咨询；信用管理培训；经济信息咨询；

数据处理；E-315:9000 信用管体系认证及评级；信用培训；信用调查；商务调查；

商账追收；风险评估等。我们接受委托，独立于    北京市北京市北京市北京市 xxxxxxxx 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 其

关联公司、其全部股东及董事、其国内外的合作机构，故不存在任何影响我们对信

用报告做出独立、公正、客观的信用分析、意见。 

1、 本所除因本次评价事项与受评对象构成受托委托关系外，北京中美华盛

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本次评价分析人员和审核人员与受评对象之间不存在任何

影响评价行为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的关联关系，分析与审核人员在评价过程

中恪守职业规范，履行了相应的尽职调查和诚信尽责的义务，保证出具的信用报

告的客观、准确、公正、及时。 

2、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出具的评价结论是根据 E-315:9002 国

际信用管理体系标准，按照 GB/T CCA9002-2009 企业信用评价标准（国家级行业

标准）和程序做出的独立判断，未因被评对象和其他任何组织及个人的任何影响

改变评价意见。 

3、本信用报告不应将其视为是对贵单位对信用报告日后信用保全、偿债能力

和持续信用能力等的保证和因使用不当而导致决策上的失误而承担法律意义上的

责任。 

4、本信用报告版权归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有，未经北京中美华

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书面授权与许可，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复制、转载、散发、

和出售报告的信息。  

5、本信用报告的信用评价结果有效期限为壹年。 

6、本信用报告的解释权归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所有。 

1 1 1 1 行业建议行业建议行业建议行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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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信用政策，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建议各级政府部门、银

行系统、金融及担保机构、认证机构、社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在资金、优惠

政策扶持、资质认定、政府采购、招投标、公共服务项目、企业贷款、担保审批、

信用担保、人事事务、综合考评、投资、融资、年检、审计、免检、评优、认证、

“守合同重信用”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国家项目申报、绩效评估、内部评级、

债券和信贷市场信用评级、商业往来等活动中将本报告作为重要的信用依据。 

2 2 2 2 征信原则征信原则征信原则征信原则    

2.12.12.12.1 独立公正性独立公正性独立公正性独立公正性：：：：不带有任何偏见，不受任何外来因素不当影响，独立、公

正地反映被征信对象的信用状况 

2.2 2.2 2.2 2.2 真实客观性真实客观性真实客观性真实客观性：：：：对商业征信所采集的信用信息进行尽职调查，并采取相应

方法进行交叉验证，务求真实客观体现被征信对象的信用状况。 

2.3 2.3 2.3 2.3 专业合法性专业合法性专业合法性专业合法性：：：：专业化进行信用信息数据采集、分析以及信用评定结论的

表达方式，在商业征信的方式、渠道、范围、用途等方面不违法违规， 

2.4 2.4 2.4 2.4 保密性保密性保密性保密性：：：：依法保守被征信对象的商业秘密，对涉及商业秘密的企业信用

信息，未经被征信对象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3 3 3 3 权利与职责权利与职责权利与职责权利与职责    

3.1 3.1 3.1 3.1 权利权利权利权利：：：：商业征信主体在进行商业征信的过程中，可享有下列权利。    

3.1.1 有权按照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从事商业征信； 

3.1.2 有权遵照商业征信原则与程序，独立、客观、公正开展业务，商业征信

结果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不当影响； 

3.1.3 有权在 E-315:9002 信用标准执行过程和修改过程中提出建议； 

3.1.4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3.2 3.2 3.2 3.2 职责职责职责职责：：：：商业征信主体在进行商业征信的过程中，应履行下列职责。    

3.2.1 遵守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遵守行业自律规范，不从事违法违规活动； 

3.2.2 依照商业征信原则与程序，独立、客观、公正开展业务，保证征信过程

与征信结果的客观、公正、合法； 

3.2.3 依法采集相关信用信息。不骗取、窃取、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采集，

不损害个人、企业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妨碍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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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依法遵守信用信息保密原则。不损害个人、企业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合法

权益，不妨碍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 

3.2.5 征信机构与被征信对象存在资产关联或者其他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征信

活动公正性的，不应提供有关该企业信用状况的商业征信报告； 

3.2.6 征信人员与被征信对象存在资产关联或者其他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征信

活动公正性的，应予回避； 

3.2.7 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职责。 

4 4 4 4 报告类型报告类型报告类型报告类型    

4.1  4.1  4.1  4.1  基本信用报告基本信用报告基本信用报告基本信用报告：：：：基本信用报告包含征信对象的基本工商注册信息、相关

信息或经营概况。通过报告可以判断该客户的法人身份（是否为合法成立）。另外，

通过征信对象的注册资料和实投资本可以估计企业的规模大小，并判断该企业是否

带有投机性质。【     】 

4.2  4.2  4.2  4.2  标准信用报告标准信用报告标准信用报告标准信用报告：：：：标准信用报告较为全面地汇集了征信对象的信用信息，

主要包括征信对象的概况背景、管理人员情况、组织状况、股东结构、经营状况、

财务状况、银行往来、公众记录、行业分析、实地调查和综合评述等内容，较为全

面地反应了征信对象的资信状况。【√√√√ 】 

4.3  4.3  4.3  4.3  深度深度深度深度信用报告信用报告信用报告信用报告：：：：在标准信用报告的基础上，更为全面、详细、深度的信

用信息资料，并附有对征信对象最近三年财务情况进行完整的综合分析。【      】 

4.4  4.4  4.4  4.4  专项资信报告专项资信报告专项资信报告专项资信报告：：：：评价机构根据委托方的要求，针对某些特殊的事项进行

的专项资信报告。比如关于征信对象真实资产、股东更换情况等等。专项资信报告

一般适用于一些具体的业务目的，如催收账款、债权处理、诉前调查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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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北京市北京市北京市 xxxxxxxx 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绿化清洁有限公司信用评价信用评价信用评价信用评价    

跟踪安排跟踪安排跟踪安排跟踪安排    

根据国际惯例和行业自律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

务所（ 以下简称“中美国际” ）在初次评价结束后，将对北京市 xx 绿化清洁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XX” ）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跟踪评价，持续揭示其信用状

况变化。 

定期的跟踪评价将于本次评价后一年时进行。届时，XX需向中美国际提供

最新的相关企业信用信息材料。中美国际将根据其信用状况的变化对 XX 进行电话

访谈或实地调查并据此综合分析，决定是否调整其信用等级，并在收到相关资料

后一个月内出具跟踪评价报告，并按监督部门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不定期的跟踪评价是指中美国际在本次评价有效期内将持续关注 XX 的经营

状况和相关信用信息，对公司的信用风险和信用状况进行全面的跟踪监测。如发

现 XX影响企业信用等级的重大事项，中美国际将要求 XX提供相关材料并就该事

项进行电话访谈或实地调查，及时对该事项进行分析，据实确认或调整信用级别，

并按照行业自律和监管部门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XX 在发生上述重大事项时，应

及时通知中美国际并详细说明情况，提供相关资料，配合中美国际进行跟踪评价

工作。 

XX如未能及时提供上述材料，中美国际将根据收集的公开资料进行分析，并

据此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中美国际可宣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 XX提供上

述资料。 

每期跟踪评价结束后，中美国际会将跟踪评价结果通知 XX，并按要求报送行

业自律和监管部门及相关联机构 

 

北京中美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 

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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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    

一、报告报告报告报告单位法定文书单位法定文书单位法定文书单位法定文书    

1 工商营业执照或登记证 1份 

2 组织机构代码证 1份 

3 地税登记证 1份 

4 
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 

1份 

5 信用等级证书 1份 

6 重合同守信用证书 1份 

7 质量服务诚信单位证书 1份 

 

二、评价评价评价评价机构法定文机构法定文机构法定文机构法定文书书书书 

1 工商营业执照 1份 

2 社会信用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 1份 

3 企业信用评估服务资格证书    1份 

4 信用服务机构备案登记证书    1份 

5 中国注册信用师证书 1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