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工业/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年度

自查报告（ 2020 年度）

企 业 名 称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

企 业 住 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环东路

239 号

生 产 地 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环东路

239 号

许可证编号（津）XK06-001-00050

产 品 名 称电线电缆

联 系 人姜亦成

联 系 电 话13642122208、022-59803388

企业承诺

1．提供的自查报告审查材料内容均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情

况，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2．本单位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章的管理规定。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0 年 5 月 29 日

（公章）



2

企业基本情况一览表

企业名称 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地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环东路 239 号

企业生产地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环东路 239 号

法人代表 杨茵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编号 91120116697412258R

企业代码 91120116697412258R

企业总人数 168 人

企业技术人员数 47 人

获证时占地面积 206730.1 米
2

现占地面积 206730.1 米
2

获证时建筑面积 100727.2 米
2

现建筑面积 100727.2 米
2

获证时固定资产 13801.37 万元 现固定资产 20194。81（万元）

获证时流动资金 24522.4 万元 现流动资金 34706.48 万元

2019 年总产值 59730.33 万元 2019 年销售额 52580.28 万元

2019 年缴税金额 366.24 万元 2019 年 利 润 42.66 万元

注：表格中企业名称、企业地址、法人代表、营业执照、企业代码发生变更的，需提供相关的

证明材料复印件。



企业获证产品基本情况

企业基本情况是否发生

变化 □是（在右侧表

格中予以说明） 否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规格型号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发证日期

塑料绝缘控制电缆 （津）XK06-001-00050 2022年 9月 18日 2020年 4月 13日
挤包绝缘低压电力电 （津）XK06-001-00050 2022年 9月 18日 2020年 4月 13日
架空绝缘电缆 （津）XK06-001-00050 2022年 9月 18日 2020年 4月 13日
挤包绝缘中压电力电缆 （津）XK06-001-00050 2022年 9月 18日 2020年 4月 13日

企业获证产品在国家

级、市级或县级质量监

督抽查、委托检验、自

检中的有关情况

检验日期 产品名称 检验类别
是否

合格
不合格项及原因说明

2020-01-14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电力电缆
监督抽查 合格

2020-01-14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控制电缆
监督抽查 合格

2020-01-14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

套控制电缆
监督抽查 合格

2020-01-14 架空绝缘控制电缆 监督抽查 合格

2020-01-15
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铜丝屏蔽

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监督抽查 合格

备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栏可填写企业有关产品质量检验报告有效期的情况、是否存在停产、不再生产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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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证企业年度自查情况

企业名称(盖章)：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 填表日期： 2020 年 05 月 29 日

自查项目

条款号
自 查 项 目 自查记录 自查整改意见/落实情况

1 企业是否存在连续一年以上停产或已转产的情况 企业生产正常、无停产或转产的情况

2
企业的生产条件是否符合发证时的条件，有无不符合（或

严重不合格）的情况

企业的生产条件符合发证时的条件，

无不符合的情况。

3 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变动后，企业是否对执行的

企业标准进行有效性审查并备案

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变动后，

企业对执行的企业标准进行了有效性

审查并备案。

4

企业是否变更名称（包括企业名称、住所名称、生产地

址名称）、企业获证产品是否增项（包括增单元、增规格、

产品升级、增生产基地），是否按规定办理了生产许可证

更名手续

企业名称、获证产品未发生变更

5 企业是否具有原辅材料的采购进货、入库验收、保管和

使用情况的相关记录
企业有相关文件及记录。

6
是否违反国家产业政策、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设备和工

艺、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或建设国家严禁重复投资

建设项目情况

没有违反国家产业政策、没有使用国

家明令淘汰的设备和工艺、没有生产

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没有建设国家

严禁重复投资建设项目。

7
企业是否迁址、增设生产场点或者生产条件、检验手段、

生产技术或工艺是否已经发生变化，是否按照法定要求

办理重新审查手续

企业未迁址，没有增设生产场点，生

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和工艺

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8 获证产品是否按规定标明了生产许可证标记和编号（提

供获证产品在用标识一份）

企业获证产品全部按规定标明了生产

许可证标记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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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查项目

条款号
自 查 项 目 自查记录 自查整改意见/落实情况

9 获证产品在各级各部门的监督检查中，是否有不合格的

情况；是否有质量投诉事件，及后处理情况

企业获证产品在各级各部门的监督检

查中，无不合格的情况，没有质量投

诉事件，及后处理情况。

10 企业是否有涂改、转让生产许可证、生产假冒伪劣产品

或其他质量违法行为

企业没有涂改、转让生产许可证、生

产假冒伪劣产品或其他质量违法行

为。

11 企业是否使用符合相关质量安全要求的原辅材料、包装

材料及生产设备

企业使用的原辅材料、包装材料及生

产设备均符合相关质量安全要求。

12 是否具有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考核记录。
企业具有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考核记

录。

13 产品出厂检验报告结论或检验记录数据是否符合实施细

则中相关标准的要求

企业出厂检验报告结论和检验记录数

据符合实施细则中相关标准的要求。

14 企业产品包装是否符合标识标注规定，是否存在误导、

欺骗消费者的情况

企业产品包装符合标识标注规定，不

存在误导、欺骗消费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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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证企业年度自查报告结论表

企业

自查

情况

根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和获证企业年度报告的有关规定，本

企业于 2020 年 05 月 27 日至 2020 年 05 月 28 日进行了自查。经审查本企业在年度自查

中 □有 无 不符合项。

不合格项描述（条款号）：

经综合评价，企业年度报告结论是： 合格

企业负责人签署意见

企业负责人签字(盖章)

2020 年 05 月 29 日

市场监管

部门审查

意见

生产条件是否发生重大变更 □是 否

变更后是否持续符合发证条件 □是 □否 整改后 □符合 □不符合

自检企业的检验情况和送检情况
□符合

□不符合
委托出厂检验企业的委托检验情况

□符合

□不符合

违规问题： □无 □有 审查整改情况： □符合 □不符合

书面材料审核意见： □符合 □不符合 审核人员（签字）：

实地核查： □无 □有 （□符合 □不符合）

核查人员（签字）：

产品抽查： □无 □有 （□合格 □不合格）

检验单位名称：

审查结论：

□合格 □不合格 □复查合格 □复查不合格

年 月 日（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