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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1.1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曾用名： -

注册号： 34059200005336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500MA2MQN216F

纳税人识别号： 91340500MA2MQN216F

进出口企业代码： -

法定代表人： 岳粹矿

组织机构代码： MA2MQN21-6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

所属行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成立日期： 2015-11-10

核准日期： 2019-09-05

营业期限： 2015-11-10 至 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人员规模： 100-199 人

参保人数： 180

注册地址： 马鞍山示范园区常韦路 125 号

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冷链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大型物件运输，水路运输，海上、航空、公

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仓储（除危险品）服务，装卸搬运服务，汽车代

驾服务，室内装潢，货物包装服务（除包装装潢印刷），物流装备及相关配件的销售、租赁

（不含融资性租赁）、汽车租赁（不含操作人员），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零配件、

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机电设备、五金交电、建筑装潢材料、钢材、日用百货的销售，物流信息咨询服务（除经纪），

物流方案设计，代办报关手续，货运信息中介服务，汽车销售与维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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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工商信息查询，请下载《企业信用报告专业版》

1.2主要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岳粹矿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 白勇林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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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信息及在外任职信息请下载《董监高投资任职及风险报告》。

历史高管查询，请下载《企业信用报告专业版》

1.3分支机构
暂无分支机构，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1.4变更记录
序号 变更项目 变更日期 变更前 变更后

1 经营范围变

更（含业务

范围变更）

2019-09-05 普通货运,冷链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

装箱),大型物件运输,水路运输,海上、

航空、公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仓储(除危险品)服务,装

卸搬运服务,汽车代驾服务,室内装潢,

货物包装服务(除包装装潢印刷),物流

装备及相关配件的销售、租赁(不含

融资性租赁)、汽车租赁(不含操作人

员),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

零配件、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

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

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机电设

备、五金交电、建筑装潢材料、日用

百货的销售,物流信息咨询服务(除经

纪),物流方案设计,代办报关手续,货运

信息中介服务,汽车销售与维修,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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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货运,冷链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

装箱),大型物件运输,水路运输,海上、

航空、公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仓储(除危险品)服务,装

卸搬运服务,汽车代驾服务,室内装潢,

货物包装服务(除包装装潢印刷),物流

装备及相关配件的销售、租赁(不含

融资性租赁)、汽车租赁(不含操作人

员),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

零配件、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

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

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机电设

备、五金交电、建筑装潢材料、钢材、

日用百货的销售,物流信息咨询服务

(除经纪),物流方案设计,代办报关手续,

货运信息中介服务,汽车销售与维修,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自营或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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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经营范围变

更（含业务

范围变更）

2019-08-19 普通货运,冷链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

装箱),大型物件运输,水路运输,海上、

航空、公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仓储(除危险品)服务,装

卸搬运服务,室内装潢,货物包装服务

(除包装装潢印刷),物流装备及相关配

件的销售、租赁(不含融资性租赁)、

汽车租赁(不含操作人员),商用车及九

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零配件、化工原

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

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

毒化学品)、机电设备、五金交电、

建筑装潢材料、日用百货的销售,物

流信息咨询服务(除经纪),物流方案设

计,代办报关手续,货运信息中介服务,

普通货运,冷链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

装箱),大型物件运输,水路运输,海上、

航空、公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仓储(除危险品)服务,装

卸搬运服务,汽车代驾服务,室内装潢,

货物包装服务(除包装装潢印刷),物流

装备及相关配件的销售、租赁(不含

融资性租赁)、汽车租赁(不含操作人

员),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

零配件、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

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

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机电设

备、五金交电、建筑装潢材料、日用

百货的销售,物流信息咨询服务(除经

纪),物流方案设计,代办报关手续,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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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售与维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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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中介服务,汽车销售与维修,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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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营范围变

更（含业务

范围变更）

2019-05-15 普通货运,冷链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

装箱),海上、航空、公路国际货运运

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仓储(除危

险品),装卸搬运,室内装潢,货物包装服

务(除包装装潢印刷),物流装备及相关

配件的销售、租赁(不含融资性租赁)

、汽车租赁(不含操作人员),商用车及

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零配件、化工

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

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

制毒化学品)、机电设备、五金交电、

建筑装潢材料、日用百货的销售,投

资管理,实业投资,物流信息咨询服务

(除经纪),寄递服务,物流方案设计,代

办报关手续,货运信息中介、汽车销

售与维修,驾驶员培训,从事货物与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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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货运,冷链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

装箱),大型物件运输,水路运输,海上、

航空、公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仓储(除危险品)服务,装

卸搬运服务,室内装潢,货物包装服务

(除包装装潢印刷),物流装备及相关配

件的销售、租赁(不含融资性租赁)、

汽车租赁(不含操作人员),商用车及九

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零配件、化工原

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

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

毒化学品)、机电设备、五金交电、

建筑装潢材料、日用百货的销售,物

流信息咨询服务(除经纪),物流方案设

计,代办报关手续,货运信息中介服务,

汽车销售与维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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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经营范围变

更（含业务

范围变更）

2016-03-28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海上、

航空、公路国际货运运输代理,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仓储(除危险品),装卸搬

运,室内装潢,货物包装服务(除包装装

潢印刷),物流装备及相关配件的销售、

租赁(不含融资性租赁)、汽车租赁(不

含操作人员),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

车、汽车零配件、化工原料及产品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

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机电设备、五金交电、建筑装潢材

料、日用百货的销售,投资管理,实业

投资,物流信息咨询服务(除经纪),寄递

服务,物流方案设计,代办报关手续,货

运信息中介、汽车销售与维修,驾驶

员培训,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

普通货运,冷链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

装箱),海上、航空、公路国际货运运

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仓储(除危

险品),装卸搬运,室内装潢,货物包装服

务(除包装装潢印刷),物流装备及相关

配件的销售、租赁(不含融资性租赁)

、汽车租赁(不含操作人员),商用车及

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零配件、化工

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

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

制毒化学品)、机电设备、五金交电、

建筑装潢材料、日用百货的销售,投

资管理,实业投资,物流信息咨询服务

(除经纪),寄递服务,物流方案设计,代

办报关手续,货运信息中介、汽车销

售与维修,驾驶员培训,从事货物与技



联系电话：400-928-2212 

企查查科技有限公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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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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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投资人变更

（包括出资

额、出资方

式、出资日

期、投资人

名称等）

2016-03-28 李保荣:51%【退出】，岳粹矿*:49%

【退出】

上海则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100%

【新增】

6 市场主体类

型变更
2016-03-28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1.5联系信息
电话： 021-39889598

邮箱： 304032373@qq.com

网址： www.maszeyi.com

地址： 马鞍山示范园区常韦路 125 号

二、股东信息

2.1股东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 股东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日期

1 上海则一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企业法人 10000 100% 2026-03-31

以上出资比例信息可能滞后或未显示，如需准确的股东出资比例，请下载《企业信用报告专业版》。

历史股东查询，请下载《企业信用报告专业版》

2.2疑似实际控制人信息
疑似实际控制人 总股权比例

李保荣 25.5233%

备注：总股权比例=持股人股权比例+其关联企业所占股权折算后比例。

三、企业对外投资
暂无企业对外投资，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历史对外投资查询，请下载《企业信用报告专业版》

四、法律诉讼

4.1被执行人信息
暂无被执行人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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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被执行人信息查询，请下载《企业信用报告专业版》

4.2失信被执行人
暂无失信被执行人，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历史失信被执行人查询，请下载《企业信用报告专业版》

4.3限制高消费
暂无限制高消费，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历史限制高消费查询，请下载《企业信用报告专业版》

4.4裁判文书
序号 案号 裁判文书标题 案由 执行法院 发布日期

1 （2020）鲁

0523 民初 294

号

嵇永兴与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

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

决书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

山东省广饶县

人民法院
2020-09-28

2 （2019）沪

0118 民初

11875 号

李某、江某某等与上海则一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

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

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
2020-09-17

3 （2020）京

0115 执 1291

号

北京远成物流有限公司等 执行

裁定书

其它类型纠纷 北京市大兴区

人民法院
2020-09-11

4 （2019）沪

0118 民初

23690 号

李强与上海则一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湖南五六联盟电商物

流有限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

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
2020-08-24

5 （2019）赣

0703 民初

4240 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与王

荣银、新干县金鸿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

江西省赣州市

南康区人民法

院

2020-08-17

6 （2020）闽

0582 民初

1750 号

李志虹与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

公司劳动争议一审民事调解书

劳动争议 晋江市人民法

院
2020-07-21

7 （2020）沪

0113 民初 240

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与上

海峰鋆物流有限公司公路货物

运输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运输合同纠纷 上海市宝山区

人民法院
2020-06-05

8 （2020）沪

0113 民初 240

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与上

海峰鋆物流有限公司公路货物

运输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运输合同纠纷 上海市宝山区

人民法院
20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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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9）沪

0118 民初

11876 号

范琴霞、叶彦唐与上海则一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

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

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
2020-05-08

10 （2020）沪

02 民终 2387

号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与上海则

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湖南

五六联盟电商物流有限公司等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

民事判决书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

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2020-05-08

11 （2019）粤

0204 民初 800

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与韶

关市丰和速递有限公司公路货

物运输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

书

运输合同纠纷 广东省韶关市

浈江区人民法

院

2020-04-27

12 （2019）豫

0191 民初

8609 号

河南福田运输有限公司与林恩、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民事

判决书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

河南省郑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

2020-01-02

13 （2019）沪

0114 民初

15636 号

王小荣与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

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

决书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

上海市嘉定区

人民法院
2019-11-13

14 （2019）京

0115 民初

13189 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与北

京大运储运有限公司公路货物

运输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运输合同纠纷 北京市大兴区

人民法院
2019-10-08

15 （2019）沪

0116 民初

5881 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与上

海皖京物流有限公司公路货物

运输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运输合同纠纷 上海市金山区

人民法院

2019-09-17

16 （2019）皖

1623 民初

3085 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与刘

伟不当得利纠纷一审民事判决

书

不当得利纠纷 利辛县人民法

院
2019-09-12

17 （2018）陕

0802 民初

10491 号

左课生与上海则一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

榆林市榆阳区

人民法院
2019-05-31

18 （2018）豫

01 民终 20306

号

林恩、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

审民事裁定书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

河南省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19-03-20

19 （2018）苏

1012 民初

6133 号之一

中徽物流有限公司与马鞍山则

一物流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

扬州市江都区

人民法院
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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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审民事裁定书

20 （2018）皖

0202 执 975

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与安

徽泽普物流有限公司、宋春雪

运输合同纠纷执行裁定书

运输合同纠纷 芜湖市镜湖区

人民法院
2018-12-24

21 （2018）豫

0191 民初

8258 号

河南福田运输有限公司与林恩、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民事

判决书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

郑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

2018-12-17

22 （2018）陕

0824 民初

2624 号

呼帅帅、高生兰诉尚伟等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民事

判决书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

靖边县人民法

院
2018-09-04

23 （2017）豫

0191 民初

14927 号

林恩与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

司劳动争议一审民事判决书

劳动争议 郑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

2018-07-06

24 （2017）皖

1503 民初

5583 号

卢兴和与徐军、马鞍山则一物

流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

六安市裕安区

人民法院
2018-07-02

25 （2018）豫

1721 民初 565

号

胡樱楠与樊丽珍、上海驰贤实

业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

西平县人民法

院
2018-05-28

如需查看关联司法案件，请登录企查查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4.5法院公告
序号 公告类型 公诉人/原告/上诉人/申请人 被告人/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人 刊登日期

1 裁判文书 河南福田运输有限公司,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林恩,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中心支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中心支公司

2018-09-06

4.6开庭公告
序号 案号 开庭时间 案由 公诉人/原告/上诉人/申请人 被告人/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

人

1 （2020）赣

09 民终 1804

号

2020-10-

19 09:00

返还原物

纠纷

宜丰县龙祥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2 （2020）沪

0118 民初

13736 号

2020-09-

15 00:00

运输合同

纠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圆灵快递有限公司,

上海畅宝物流有限公司,

陈跃群

3 （2020）沪 2020-09- 运输合同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飞丰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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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8 民初

15702 号
07 00:00 纠纷

4 （2020）沪

0118 民初

15192 号

2020-09-

07 00:00

运输合同

纠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蔡明前,

浙江速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 （2020）沪

0118 民初

13736 号

2020-08-

24 09:00

运输合同

纠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圆灵快递有限公司,

上海畅宝物流有限公司,

陈跃群

6 （2020）皖

0521 民初

1945 号

2020-08-

11 14:00

运输合同

纠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无锡神马大件运输有限公司

7 （2020）赣

0924 民初 622

号

2020-05-

26 09:00

返还原物

纠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宜丰县龙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8 （2020）沪

0109 民初

5221 号

2020-05-

18 00:00

财产保险

合同纠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航运保险事业营运中心

9 （2020）粤

0304 民初

16645 号

2020-04-

30 10:36

运输合同

纠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速尔快递有限公司

10 （2020）闽

0582 民初

1750 号

2020-04-

15 15:00

劳动争议 李志虹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11 （2020）沪

0113 民初 240

号

2020-02-

26 09:00

运输合同

纠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峰鋆物流有限公司

12 （2019）沪

0118 民初

11875 号

2020-01-

15 13:45

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

任纠纷

江有斌,

杨才兰,

李霞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支公司,

茹春锋,

上海则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百世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湖南五六联盟电商物流有限公司

13 （2019）沪

0118 民初

23690 号

2020-01-

15 09:00

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

任纠纷

李强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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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春锋,

上海则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百世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湖南五六联盟电商物流有限公司

14 （2019）沪

0109 民初

27567 号

2019-12-

23 15:00

财产保险

合同纠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航运保险事业营运中心

15 （2019）沪

0118 民初

11877 号

2019-12-

09 14:15

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

任纠纷

朱子阳,

陈玉良,

侯顺华,

朱子鹏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支公司,

茹春锋,

上海则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百世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湖南五六联盟电商物流有限公司

16 （2019）沪

0118 民初

11876 号

2019-12-

09 13:30

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

任纠纷

范琴霞,

叶彦唐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支公司,

茹春锋,

上海则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五六联盟电商物流有限公司

17 （2019）沪

0118 民初

11875 号

2019-12-

09 10:00

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

任纠纷

江有斌,

杨才兰,

李霞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支公司,

茹春锋,

上海则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百世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湖南五六联盟电商物流有限公司

18 （2019）沪

0118 民初

11876 号

2019-11-

29 09:30

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

任纠纷

范琴霞,

叶彦唐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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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春锋,

上海则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五六联盟电商物流有限公司

19 （2019）沪

0114 民初

15636 号

2019-08-

27 15:30

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

任纠纷

王小荣 李孝国,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分公司

20 （2019）赣

0703 民初

4240 号

2019-08-

19 09:30

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

任纠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王荣银,

新干县金鸿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21 （2019）粤

0204 民初 800

号

2019-06-

11 09:00

运输合同

纠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韶关市丰和速递有限公司

22 （2019）沪

0116 民初

5881 号

2019-06-

04 14:00

运输合同

纠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皖京物流有限公司

23 （2019）皖

1623 民初

3085 号

2019-05-

22 15:45

不当得利

纠纷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刘伟

24 - 2019-05-

22 15:00

不当得利

纠纷
- -

25 （2018）豫

1721 民初 565

号

2018-03-

12 09:53

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

任纠纷

胡樱楠 樊丽珍,

上海市驰贤实业有限公司,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桐庐支公司

26 （2017）皖

1503 民初

5583 号

2017-12-

21 10:00

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

任纠纷

卢兴和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中心支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中心支公司,

马鞍山则一物流有限公司

4.7送达公告
暂无送达公告，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4.8股权冻结
暂无股权冻结，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4.9立案信息
暂无立案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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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风险

5.1经营异常
暂无经营异常，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2严重违法
暂无严重违法，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3动产抵押
暂无动产抵押，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4行政处罚
暂无行政处罚，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5税收违法
暂无税收违法，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6环保处罚
暂无环保处罚，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7清算信息
暂无清算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8司法拍卖
暂无司法拍卖，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9土地抵押
暂无土地抵押，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10简易注销
暂无简易注销，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11公示催告
暂无公示催告，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12欠税公告
暂无欠税公告，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六、年报信息
年报年份

年份 2019 年度报告 2018 年度报告

发布日期 2020-05-13 2019-05-29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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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股东（发起人）及出资信息（单位：万人民币）

发起人 认缴金额 认缴出资时间 认缴方式 实缴金额 实缴出资时间 实缴方式

2019 年度报告

上海则一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 2016-03-08 货币 10000 2017-06-20 货币

2018 年度报告

上海则一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 2015-11-10 货币 10000 2017-06-20 货币

七、财务信息

7.1股权出质
暂无股权出质，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7.2税务信用
序号 评价年度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信用等级 评价单位

1 2019 91340500MA2MQN216F A 国家税务总局

2 2018 91340500MA2MQN216F A 国家税务总局

7.3融资信息
暂无融资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八、知识产权

8.1专利信息
暂无专利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8.2商标信息
暂无商标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8.3证书资质
序号 名称 类型 发证日期 截止日期 证书编号

1 -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9000）
2017-08-03 2018-09-15 04216Q20192R0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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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软件著作权
暂无软件著作权，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8.5作品著作权
暂无作品著作权，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8.6网站域名
序号 域名 网址 网站备案/许可证

号

网站名称 审核日期

1 maszeyi.com www.maszeyi.co

m

皖 ICP 备

20001903 号-1

则一营运管理

系统
2020-02-12

九、经营信息

9.1产品信息
暂无产品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9.2招聘信息
暂无招聘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9.3招投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发布日期 省份地区 招标进度

1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义乌一干邮路

运输外包服务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更正)
2020-09-17 北京 中标结果|变更

2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义乌一干邮路

运输外包服务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2020-09-15 北京 中标结果|中标

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二级干线邮路

委托运输供应商项目 5 标段中标候选人公示
2020-09-14 河北 中标结果|中标

4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二级干线邮路

委托运输供应商项目 5 标段中标候选人公示
2020-09-14 河北 中标结果|中标

5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二级干线邮路

委托运输供应商项目 4 标段中标候选人公示
2020-09-14 河北 中标结果|中标

6 中标公告：重机 F-1933 设备搬迁运输项目中标公

告
2020-09-04 安徽|马鞍山市 中标结果|中标

7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快速消费品行

业物流配送服务采购招标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2020-08-27 北京 中标结果|中标

8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省内二干邮路

委办运输采购项目三标段（重招）评标结果公示
2020-08-18 云南 中标结果|中标

9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省内二干邮路

委办运输采购项目二标段（重招）评标结果公示
2020-08-18 云南 中标结果|中标

1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二级干线汽车

邮路外包服务项目中标公告
2020-08-13 辽宁 中标结果|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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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物流承运采购项目

（二次）中 标 公 示
2020-06-28 贵州 中标结果|中标

12 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物流承运采购项目

（二次）中标公示
2020-06-28 贵州 中标结果|中标

1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2020-2022

年全省邮政干线运输业务外包省际一级干线汽车线

路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结果公告

2020-06-22 北京 中标结果|中标

14 中铁八局二公司鲜滩管理站 450T 龙门吊和 900T

运架设备运输服务公开招标
2020-04-10 北京 中标结果|中标

15 广州海关涉案财物运输服务合同 2020-01-13 广东|广州市 中标结果|合同及

验收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关广州海关涉案财物运输服

务项目中标公告
2019-12-30 广东|广州市 中标结果|中标

17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辽宁省沈阳邮区中心局二级干线

运输外包服务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2019-10-09 辽宁|沈阳市 中标结果|中标

18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北京配送中心生鲜配送运输服务

中标结果公告
2019-07-26 广东|深圳市 中标结果|中标

19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北京配送中心生鲜配送运输服务

中标候选人公示
2019-07-22 广东|深圳市 中标结果|中标

9.4进出口信用
暂无进出口信用，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9.5行政许可
工商局

暂无行政许可（工商局），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信用中国

序号 项目名称 决定文书号 许可机关 地域 决定日期

1 - 340592000053369 马鞍山市工商局 总局 2015-11-10

9.6新闻舆情
序号 标题 来源 时间

1 广东省广州海关涉案财物运输服务项目中标结果公告 中国财经报网 2020-01-02

9.7抽查检查
暂无抽查检查，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9.8微信公众号
暂无微信公众号，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9.9地块公示
暂无地块公示，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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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购地信息
暂无购地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9.11土地转让
暂无土地转让，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9.12债券信息
暂无债券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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