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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深圳联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验厂时间： 2017-09-09

实际验厂地址：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湖办事处下湖社区下围工业区一路1号B1栋2楼

申请人姓名： 林炳相 申请人性别： 男

报告编号： SZXWT00983372

验厂机构：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审核员姓名： 于长涛 审核员性别： 男

备注： 1、申请地址为“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茂源工业园B1栋2楼”，实际认证地址为“深
圳市龙华新区观湖办事处下湖社区下围工业区一路1号B1栋2楼”，经现场验证，两地
址在同一处；2、场地面积由企业申报。

合影

企业名称： 深圳联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4403005788191272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环观南路茂源工业园B1栋2楼

前言. 验厂概述

深圳联腾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坐落于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主要生产的产品类型为导热材料
（导热硅胶片、导热陶瓷片、导热矽胶、导热双面胶等），拥有设计师2人，打样工艺（制程）师2人（由
生产工人兼任），专业质检人员3人，生产工人26人，生产设备共16台。

第一部分. 验厂情况介绍

第二部分. 企业基本信息

营业执照信息



注册资本： 300万元（ 人民币 ） 成立日期： 2011-07-12

经营范围： 导热材料、散热制品、硅橡胶制品、绝缘材料、陶瓷制品、胶粘制品、电子零配件、
电子辅料的研发、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导热材料、散热制品、硅橡胶制品、
绝缘材料、陶瓷制品、胶粘制品、电子零配件、电子辅料的生产。

法定代表人： 罗裕锋 最新年检时间： 2017年

登记机关：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营业期限： 2011-07-12 至 2021-07-12

营业执照照片

纳税人名称： 深圳联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号： 914403005788191272

一般纳税人： 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

税务登记信息



税务登记证

一般纳税人证明材料

组织机构代码信息



组织机构名称： 深圳联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4403005788191272

有效期： 2011-07-12 - 2021-07-12

组织机构代码证

总人数： 54

管理人员数： 2 质检人员数： 3

销售人员数： 8 客服人员数： 7

生产人员数： 26 采购人员数： 1

设计人员数： 2 电商运营人员： 2

其他人员数： 3

第三部分. 人员信息



经营模式： 生产型

办公场所地址：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湖办事处下湖社区下围工业区一路1号B1栋2楼

办公场所类型： 租赁

有效期： 2017-02-15 - 2019-02-14

办公场所实景 办公场所实景

办公场所实景 办公场所实景

工厂性质： 自有工厂

第四部分. 办公场所信息

第五部分. 厂房信息

厂房信息

厂房地区



厂房地址：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湖办事处下湖社区下围工业区一路1号B1栋2楼

厂房使用类型： 租赁

厂房面积： 1200平方米

有效期： 2017-02-15 - 2019-02-14

厂房外景 厂房外景

厂房内景 厂房内景

厂房内景 厂房内景



代工模式： OEM（代工制造）,ODM（代工设计）

设计师人数： 2

设计外包： 没有

年平均新款数量： 200

1-5年开发工程师人数： 1

6-10年开发工程师人数： 1

设计辅助工具 样板间

是否自助打样： 是

样品数量： 1800

打样/制程工艺师傅数： 2

打样制程设备数量： 7

第六部分. 研发设计能力

研发能力

打样



打样制程设备 打样制程设备

打样制程设备 打样制程设备

打样制程设备 打样制程设备

打样制程设备

第七部分. 接单交付能力

接单能力



线上订单： 10% 线下订单： 90%

外贸订单： 30%

线上平台数量： 1

阿里巴巴平台

https://liantenda.1688.com

线上平台名单：

接单情况

产品名称 接单数量 单位

导热材料（导热硅胶片、导热陶瓷
片、导热矽胶、导热双面胶等）

交付情况

产品名称 交付数量 单位 交付周期

导热材料（导热硅胶片、
导热陶瓷片、导热矽胶、

导热双面胶等）
天

第八部分. 供应链运营能力

核心物料采购

物料名称 物料型号 结算条件 供应商

触媒 CAT-PL-56 现款现货
崇越（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核心物料来源市场： 广东广州市

铺货能力

销售能力



名称:   导热硅胶片 名称:   导热陶瓷片

名称:   导热矽胶 名称:   导热双面胶

合作客户

合作客户名称 主营品牌 合作年限 类型

北京桑翌实验仪器研究所 零散型客户

企业不同意展示 政府项目供应商

企业不同意展示 上市公司

电商客户占比： 10 %

第九部分. 柔性生产能力

生产环境



卫生状况： 干净、整洁 照明状况： 光线明亮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生产设备

常规设备名 型号 台数 设备校准维护情况

压延机 2 定期维护，有相关记录

油压机 YX-10 2 定期维护，有相关记录

搅拌机 B40 2 定期维护，有相关记录

捏合机 SH-300 1 定期维护，有相关记录

精密模切机 KL-MQ-320D 1 定期维护，有相关记录

研磨机 S150 1 定期维护，有相关记录

分条贴合机 2 定期维护，有相关记录

自动切卷机 1 定期维护，有相关记录

冲床 1 定期维护，有相关记录

辅助设备名 型号 台数 设备校准维护情况

裁切机 101-1A 3 定期维护，有相关记录

设备总数: 16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辅助设备照片

仓储类型： 租赁

仓储有效期： 2017-02-15 - 2019-02-14

仓储方式说明： 干燥,通风

仓储网点： 广东省

仓储情况： 有独立的成品仓库、物料防护堆放整齐有序、标识明晰

仓储实景照片 仓储实景照片

流水线/组信息

流水线/组数量： 3
流水线/组类型： 流水型（一件完整产品由10人以内配合完成）

生产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一年最大产量

导热材料（导热硅胶片、导热陶瓷片、导热矽胶、导热
双面胶等）

第十部分. 仓储情况



仓储实景照片 仓储实景照片

经营许可证明材料

第十一部分. 企业资质能力

经营许可信息

经营许可证书名 证书编号 证书到期时间

开户许可证 5840-00856198

产品/体系认证类证书

产品体系证书证书名 证书编号 证书到期时间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

170275 2018-04-15



产品体系证书证明材料

是否有质检： 是 质检类型： 自检,第三方检测

第十二部分. 质量管控能力

质检配置及类型

自检信息

设备名 台数

导热系数测试仪 1

推拉力测试仪 1

耐压测试仪 1

硬度计 1

测厚规 2

烤箱 1



第三方质检产品名： Thermal silicon pad

第三方检测机构名： SGS

设备照片 设备照片

设备照片 设备照片

设备照片 设备照片

第三方产品检测



第三方质检产品名： 导热硅胶片

第三方检测机构名： CTI

第三方质检产品名： Thermal silicon pad

第三方检测机构名： SGS

第三方产品质检报告

第三方产品质检报告

第三方产品质检报告



物料配送方式： 电商外包物流配送

物流合作商名单： 顺丰速运,速尔物流

售后服务类型： 其他

第十三部分. 外贸服务能力

物流能力

第十四部分. 服务支持能力

服务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