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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

企业名称 江苏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报告生成时间 2020-09-01 17:20:20

（报告内容仅供参考，具体内容请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页面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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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企业名称：

· 类型： · 法定代表人：

· 注册资本： · 成立日期：

· 营业期限自： · 营业期限至：

· 登记机关： · 核准日期：

· 登记状态：

· 住所：

· 经营范围：

共计2条信息

何德方
执行董事

黄亚芳
监事

共计0条信息

政府部门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信息

91320582714125075R 江苏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何德方

1200万元人民币 1998年08月11日

1998年08月11日

张家港市行政审批局 2020年04月15日

在业

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城大道东侧

塑料机械、饮料机械、氢能储存装置及设备、装配式建筑机械、塑料制品、纺机配件、汽车配件、环保机械研发、制造、维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纺织专用设备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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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证照/证件类型 证照/证件号码 详情

1 何德方 境内中国公民 （非公示项） （非公示项）  

2 黄亚芳 境内中国公民 （非公示项） （非公示项）  

3 何云鹏 境内中国公民 （非公示项） （非公示项）  

4 张家港保税区齐心共赢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 91320592MA1MUCTT7D  

 主要人员信息

 分支机构信息

 “多证合一”信息公示
提示：该企业下列证照事项通过“多证合一”已整合至该企业营业执照

序号 备案事项名称 备注

无相关数据

 清算信息

清算信息

清算组负责人

清算组成员  

 变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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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共计16条信息

商标注册号  :  8137541

类别  :  第11类

注册公告日期  : 2011年08月07日

<<查看详情>>

商标注册号  :  8137527

类别  :  第11类

注册公告日期  : 2011年08月07日

<<查看详情>>

商标注册号  :  8137524

类别  :  第1类

注册公告日期  : 2011年03月28日

<<查看详情>>

商标注册号  :  8137528

类别  :  第7类

注册公告日期  : 2011年06月21日

<<查看详情>>

序号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变更日期序号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变更日期

1 经营范围

塑料机械、饮料机械、氢能储存装置及设备、
装配式建筑机械、塑料制品、纺机配件、汽车
配件、环保机械研发、制造、维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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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机械、饮料机械、氢能储存装置及设备、
装配式建筑机械、塑料制品、纺机配件、汽车
配件、环保机械研发、制造、维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纺织专用设
备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
制成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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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04月15日

2 经营范围

塑料机械、饮料机械、塑料制品、纺机配件、
汽车配件、环保机械制造、维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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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机械、饮料机械、氢能储存装置及设备、
装配式建筑机械、塑料制品、纺机配件、汽车
配件、环保机械研发、制造、维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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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08月21日

3 注册资本变更 1000.000000 1200.000000 2016年11月11日

4 股东变更 何德方,黄亚芳
何德方,黄亚芳,何云鹏,张家港保税区齐心共赢
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2016年11月11日

5 名称变更 张家港市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2016年09月13日

6 注册资本变更 500.000000 1000.000000 2016年09月13日

7 经营期限变更 2048-08-10 2016年09月13日

 动产抵押登记信息

序号 登记编号 登记日期 登记机关 被担保债权数额 详情

无相关数据

 股权出质登记信息

序号 登记编号 出质人 证照/证件号码 出质股权数额 质权人 证照/证件号码 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日期 状态 公示日期 详情

无相关数据

 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

序号 知识产权登记
证号 名称 种类 出质人名称 质权人名称 质权登记期限 状态 公示日期 详情

无相关数据

 商标注册信息

 抽查检查结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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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实施机关 类型 日期 结果

1 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检查 2020年03月09日 未发现问题

2 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 抽查 2017年10月16日 公示信息正常

3 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抽查 2016年10月20日 公示信息正常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信息

序号 抽查计划名称 结果发布时间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 抽查结果 主要不合格项目 承检机构

无相关数据

 双随机抽查结果信息

序号 抽查计划编号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任务编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类型 抽查机关 抽查完成日期 抽查结果

无相关数据

 司法协助信息

序号 被执行人 股权数额 执行法院 执行通知书文号 类型 | 状态 详情

无相关数据

 涉嫌冒用他人身份登记信息

序号 冒名登记事项 当事人姓名 冒名登记时间 登记机关联系方式 公告期自 公告期至 处理结果

无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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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内容 详情

无相关数据

 行政处罚信息

序号 决定书文号 违法行为类型 行政处罚内容 决定机关名称 处罚决定日期 公示日期 详情

无相关数据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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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相关数据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

序号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
名单）原因 列入日期 作出决定机关（列入） 移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

名单）原因 移出日期 作出决定机关（移出）

无相关数据

打印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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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修改记录>>

 失信联合惩戒信息

序号 失信信息类型 列入事由/主要违法事实 做出决定机关 详情

无相关数据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

序号 案件性质 主要违法事实 实施检查的单位 详情

无相关数据

 拖欠工资黑名单信息

序号 列入事由 行政处罚（处理）情况 做出决定机关 列入日期

无相关数据

企业自行公示信息（企业自行公示信息由该企业提供，企业对其即时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 认缴额(万元) 实缴额(万元)

认缴明细 实缴明细

认缴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日期 公示日期 实缴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日期 公示日期

1 何德方
600万元人

民币
400万元人

民币
货币

600万元人
民币

2036年12月
31日

2017年05月
04日

货币
400万元人民

币
2007年12月

20日
2017年05月

04日

2 黄亚芳
240万元人

民币
100万元人

民币
货币

240万元人
民币

2036年12月
31日

2017年05月
04日

货币
100万元人民

币
2007年12月

20日
2017年05月

04日

3 何云鹏
240万元人

民币
货币

240万元人
民币

2036年12月
31日

2017年05月
04日

2017年05月
04日

4

张家港保税
区齐心共赢
企业管理企
业（有限合

伙）

120万元人
民币

货币
120万元人

民币
2036年12月

31日
2017年05月

04日
2017年05月

04日

 股权变更信息

序号 股东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股权变更日期 公示日期

1 何德方 80% 50% 2016年11月11日 2017年05月04日

2 黄亚芳 20% 20% 2016年11月11日 2017年05月04日

3 何云鹏 0% 20% 2016年11月11日 2017年05月04日

4
张家港保税区齐心共赢企业

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0% 10% 2016年11月11日 2017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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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内容 状态 详情

无相关数据

打印打印

javascript:Detail.loadQyjsxx.detail();


2020/9/1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

www.jsgsj.gov.cn:58888/ecipplatform/detailspage/print.jsp?org=F535388F0BB960F95173C365A0D94436&id=AAA8C5E34D2DFE1D9F49F08F… 6/16

查看修改记录>>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企业名称：

．企业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联系电话： ．企业电子邮箱：

．从业人数： ．其中女性从业人数：

．企业经营状态： ．企业控股情况：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是否有对外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生股东股权转让：

．企业主营业务活动：

共计1条信息

 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

序号 知识产权登记证号 名称 种类 出质人名称 质权人名称 质权登记期限 状态 公示日期 详情

无相关数据

 行政处罚信息

序号 决定书文号 违法行为类型 行政处罚内容 决定机关名称 处罚决定日期 公示日期 备注

无相关数据

 注销备案/公告信息

序号 清算组备案日期 债权人公告日期 详情

无相关数据

 营业执照作废声明

序号 是否正副本 副本编号 声明内容 声明日期 是否补领 补领日期

无相关数据

 执行标准自我声明
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执行自行制定的企业标准的，还应当公开产品、服务的功能指标和产品的性能指标。

请登录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www.cpbz.gov.cn）完成注册填报！

序号 产品或服务 产品或服务分类 标准类型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填报时间

无相关数据

 基本信息

91320582714125075R 江苏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城大道东侧 215600

0512-58915901 hdf@beierpm.com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开业/正常经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否 是

否 否

塑料机械、饮料机械、氢能储存装置及设备、装配式建筑机械、塑料制品、纺机配件、汽车配件、环保机械研发、制造、维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特种设备信息

办理使用登记特种设备总台数 24 台（套数） 检验有效期内特种设备总台数 24 台（套数）

 网站或网店信息

打印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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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 类型：网站 

· 网址：www.beierpm.com

共计0条信息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时间 认缴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时间 实缴出资方式

1 黄亚芳 240万元人民币 2036年12月31日 货币 100万元人民币 2007年12月14日 货币

2 何德方 600万元人民币 2036年12月31日 货币 400万元人民币 2007年12月14日 货币

3 何云鹏 240万元人民币 2036年12月31日 货币 0万元人民币

4
张家港市保税区齐心共
赢企业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
120万元人民币 2036年12月31日 货币 0万元人民币

 对外投资信息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种类 主债权数额 履行债务的期限 保证的期间 保证的方式

无相关数据

 股权变更信息

序号 股东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股权变更日期

无相关数据

 社保信息

参保各险种人数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317人

失业保险 317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317人

工伤保险 317人

生育保险 317人

单位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打印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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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企业名称：

．企业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联系电话： ．企业电子邮箱：

．从业人数： ．其中女性从业人数：

．企业经营状态： ．企业控股情况：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是否有对外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生股东股权转让：

．企业主营业务活动：

共计1条信息

江苏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 类型：网站 

· 网址：www.beierpm.com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失业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工伤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生育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累计欠缴金额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基本信息

91320582714125075R 江苏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城大道东侧 215600

0512-58915901 hdf@beierpm.com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开业/正常经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否 是

否 否

塑料机械、饮料机械、氢能储存装置及设备、装配式建筑机械、塑料制品、纺机配件、汽车配件、环保机械研发、制造、维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网站或网店信息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时间 认缴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时间 实缴出资方式

1 黄亚芳 240万元人民币 2036年12月31日 货币 100万元人民币 2007年12月14日 货币

2 何德方 600万元人民币 2036年12月31日 货币 400万元人民币 2007年12月14日 货币

3 何云鹏 240万元人民币 2036年12月31日 货币 0万元人民币

4
张家港市保税区齐心共
赢企业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
120万元人民币 2036年12月31日 货币 0万元人民币

打印打印

2018年度报告 填报时间：2019-05-08



2020/9/1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

www.jsgsj.gov.cn:58888/ecipplatform/detailspage/print.jsp?org=F535388F0BB960F95173C365A0D94436&id=AAA8C5E34D2DFE1D9F49F08F… 9/16

共计0条信息 对外投资信息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种类 主债权数额 履行债务的期限 保证的期间 保证的方式

无相关数据

 股权变更信息

序号 股东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股权变更日期

无相关数据

 社保信息

参保各险种人数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304人

失业保险 304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304人

工伤保险 304人

生育保险 304人

单位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失业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工伤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生育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累计欠缴金额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打印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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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企业名称：

．企业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联系电话： ．企业电子邮箱：

．从业人数： ．其中女性从业人数：

．企业经营状态： ．企业控股情况：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是否有对外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生股东股权转让：

．企业主营业务活动：

共计1条信息

江苏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 类型：网站 

· 网址：www.beierpm.com

共计0条信息

 基本信息

91320582714125075R 江苏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城大道东侧 215600

0512-58915901 hdf@beierpm.com

320 50

开业/正常经营 私人控股

否 是

否 否

塑料机械类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网站或网店信息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时间 认缴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时间 实缴出资方式

1 黄亚芳 240万元人民币 2036年12月31日 货币 100万元人民币 2007年12月14日 货币

2 何德方 600万元人民币 2036年12月31日 货币 400万元人民币 2007年12月14日 货币

3 何云鹏 240万元人民币 2036年12月31日 货币 0万元人民币

4
张家港市保税区齐心共
赢企业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
120万元人民币 2036年12月31日 货币 0万元人民币

 对外投资信息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种类 主债权数额 履行债务的期限 保证的期间 保证的方式

无相关数据

 股权变更信息

打印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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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企业名称：

．企业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联系电话： ．企业电子邮箱：

．从业人数： ．其中女性从业人数：

．企业经营状态： ．企业控股情况：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是否有对外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生股东股权转让：

．企业主营业务活动：

共计1条信息

江苏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 类型：网站 

· 网址：www.beierpm.com

序号 股东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股权变更日期

无相关数据

 社保信息

参保各险种人数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320人

失业保险 320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320人

工伤保险 320人

生育保险 320人

单位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失业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工伤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生育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累计欠缴金额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基本信息

91320582714125075R 江苏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北二环路交界处东侧 215600

0512-58915901 officebeier@beierpm.com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开业/正常经营 企业选择不公示

有 是

否 是

塑料机械类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网站或网店信息

打印打印

2016年度报告 填报时间：2017-04-22



2020/9/1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

www.jsgsj.gov.cn:58888/ecipplatform/detailspage/print.jsp?org=F535388F0BB960F95173C365A0D94436&id=AAA8C5E34D2DFE1D9F49F08… 12/16

共计1条信息

张家港市金贝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205820869410547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时间 认缴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时间 实缴出资方式

1 何德方 600万元人民币 2036年12月31日 货币 400万元人民币 2007年12月14日 货币

2 黄亚芳 240万元人民币 2036年12月31日 货币 100万元人民币 2007年12月14日 货币

3 何云鹏 240万元人民币 2036年12月31日 货币 0万元人民币

4
张家港市保税区齐心共
赢企业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
120万元人民币 2036年12月31日 货币 0万元人民币

 对外投资信息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种类 主债权数额 履行债务的期限 保证的期间 保证的方式

无相关数据

 股权变更信息

序号 股东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股权变更日期

1 黄亚芳 20% 20% 2016年11月03日

2 何云鹏 0% 20% 2016年11月03日

3
张家港保税区齐心共赢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公

司）
0% 10% 2016年11月03日

4 何德方 80% 50% 2016年11月03日

 社保信息

参保各险种人数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75人

失业保险 275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275人

打印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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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企业名称：

．企业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企业通信地址：

．企业电子邮箱： ．从业人数：

．企业经营状态：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生股东股权转让：

共计1条信息

张家港市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 类型：网站 

· 网址：www.beierpm.com

共计1条信息

工伤保险 275人

生育保险 275人

单位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失业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工伤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生育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累计欠缴金额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基本信息

91320582714125075R 江苏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0512-58698558 215600

江苏省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北二环路交界处东侧

officebeier@beierpm.com 企业选择不公示

开业/正常经营 是

有 否

 网站或网店信息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时间 认缴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时间 实缴出资方式

1 何德方 400万元人民币 1999年08月10日 货币 400万元人民币 1999年08月10日 货币

2 黄亚芳 100万元人民币 1999年08月10日 货币 100万元人民币 1999年08月10日 货币

 对外投资信息

打印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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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金贝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20582086941054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企业名称：

．企业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企业通信地址：

．企业电子邮箱： ．从业人数：

．企业经营状态：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生股东股权转让：

共计1条信息

张家港市机械有限公司

· 类型：网店 

· 网址：www.beierpm.com

共计0条信息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种类 主债权数额 履行债务的期限 保证的期间 保证的方式

无相关数据

 股权变更信息

序号 股东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股权变更日期

无相关数据

 基本信息

91320582714125075R 张家港市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59698559 215600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北二环路交界处东侧

hdf@beierpm.com 280

开业/正常经营 是

否 否

 网站或网店信息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时间 认缴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时间 实缴出资方式

1 何德方 500万元人民币 2007年12月14日 其他 500万元人民币 2007年12月14日 其他

 对外投资信息

打印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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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企业名称：

．企业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企业通信地址：

．企业电子邮箱： ．从业人数：

．企业经营状态：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生股东股权转让：

共计0条信息

共计0条信息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种类 主债权数额 履行债务的期限 保证的期间 保证的方式

无相关数据

 股权变更信息

序号 股东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股权变更日期

无相关数据

 基本信息

91320582714125075R 张家港市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58698558 215600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东侧

企业选择不公示

开业/正常经营 否

否

 网站或网店信息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时间 认缴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时间 实缴出资方式

1 黄亚芳 100万元人民币 2007年12月14日 货币 100万元人民币 2007年12月10日 货币

2 何德方 400万元人民币 2007年12月14日 货币 400万元人民币 2007年12月14日 货币

 对外投资信息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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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种类 主债权数额 履行债务的期限 保证的期间 保证的方式

无相关数据

 股权变更信息

序号 股东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股权变更日期

无相关数据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具体内容请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页面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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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анный отчет получен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истеме 
кредит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КНР. 

Настоящий отчет, также именуемый "Выписка", носит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Все наименования, имена 

собственные, регистрационные номера и т.д. скрыты или 
изменены. 

Образец подготовлен специалистами "КИТЮР - Юристы в Кита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