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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生成时间为 2018 年 01 月 23 日 11:40:23，

您所看到的报告内容为截至该时间点该公司的天眼查数据快照。

  

目录
    一．企业背景：工商信息、分支机构、变更记录、主要人员

    二．股东信息

    三．对外投资信息

    四．企业发展：融资历史、投资事件、核心团队、企业业务、竞品信息

    五．风险信息：失信信息、被执行人、法律诉讼、法院公告、行政处罚、严重违法、股权出质、

        动产抵押、欠税公告、经营异常、开庭公告、司法拍卖

    六．知识产权信息：商标信息、专利信息、软件著作权、作品著作权、网站备案

    七．经营信息：招投标、债券信息、招聘信息、税务评级、购地信息、资质证书、抽查检查、产

        品信息、进出口信息

    八．年报信息

＊以上内容由天眼查经过数据验证生成，供您参考

＊敬启者：本报告内容是天眼查接受您的委托，查询公开信息所得结果。天眼查不对该查询结果的全面、准确、真实性负

责。本报告应仅为您的决策提供参考。因使用该报告而产生的任何后果，天眼查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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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背景

1.1 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       成都睿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工商注册号：     510109000731515

统一信用代码：   91510100MA61TDHA2H

法定代表人：     魏宏峰

组织机构代码：   MA61TDHA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所属行业：       研究和试验发展

经营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注册资本：       2000.000000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6-01-25

注册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仁路 388号 4栋 15层 5-8号

营业期限：       2016-01-25至 3999-01-01

经营范围：       通讯技术研发、技术咨询；信息系统集成；互联网技术咨询；数据处理及存储服务；研发、销售计算机

软硬件；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不含投资咨询）；市场信息咨询；社会经济咨询（不含投资咨询）；市

场调查；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气球广告除外）；网上贸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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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机关：       高新工商局

核准日期：       2017-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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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支机构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1.3 变更记录

序号 变更项目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变更日期

1 出资比例变更 肖利,49.0%; 肖利,12.3%; 2017-12-07

2 章程修正案备

案

/ / 2017-12-07

3 注册资本(金)

变更

500 2000 2017-12-07

4 出资额变更 肖利;魏宏峰; 2000 2017-12-07

5 经营范围变更 通讯技术研发、技术咨询；信

息系统集成；互联网技术咨

询；数据处理及存储服务；研

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企业

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商

务咨询（不含投资咨询）；市

场信息咨询；社会经济咨询

（不含投资咨询）；市场调

查；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气球广告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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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技术研发、技术咨询；信息系统

集成；互联网技术咨询；数据处理及

存储服务；研发、销售计算机软硬

件；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咨询（不含投资咨询）；市场信

息咨询；社会经济咨询（不含投资咨

询）；市场调查；组织文化交流活

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气球广告除外）；网上贸易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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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8-17

6 章程修正案备

案

/ / 2017-08-17

7 企业类型变更 1151 1130 2017-07-13

8 投资人(股权)

变更

王海婷; 魏宏峰;肖利; 2017-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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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变更项目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变更日期

9 法定代表人变

更

王海婷 魏宏峰 2017-07-13

10 住所变更 成都高新区天仁路 388号 4栋

15层 5-8号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

新区天仁路 388号 4栋 15层 5-8号

2017-06-07

11 联络员备案 / 魏宏峰,156****7276 2017-06-07

12 换发证照 / / 2017-06-07

13 经营范围变更 通讯技术研发、技术咨询；信

息系统集成；互联网技术咨

询；数据处理及存储服务；研

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企业

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商

务咨询（不含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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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技术研发、技术咨询；信息系统

集成；互联网技术咨询；数据处理及

存储服务；研发、销售计算机软硬

件；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咨询（不含投资咨询）；市场信

息咨询；社会经济咨询（不含投资咨

询）；市场调查；组织文化交流活

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气球广告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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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22

14 章程修正案备

案

/ / 2016-11-22

1.4 主要人员

序号 姓名 职位

1 肖利 总经理

2 魏宏峰 执行董事

3 KAI-SHING TAO 监事

二、股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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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股东类型 投资数额（万元）

1 魏宏峰 自然人 /

2 肖利 自然人 /

三、对外投资信息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四、企业发展

4.1 融资历史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4.2 投资事件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4.3 核心团队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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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企业业务

业务名称 业务类型 业务描述

睿码科技 企业服务 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

4.5 竞品信息

产品 地区 当前轮次 行业 业务 成立时间

微瑞思创 北京 定向增发 企业服务 大数据技术产品研发、销售及

服务

2012-08-01

佰聆数据 广东 定向增发 企业服务 数据挖掘与分析服务商 2008-08-05

恒光信息 北京 定向增发 企业服务 网络数据精确分析处理与通信

产品制造企业

2004-10-09

九索数据 陕西 定向增发 企业服务 大数据挖掘及分析软硬件提供

商

2010-11-15

蓝灯数据 上海 定向增发 企业服务 数据分析及软件产品服务 2006-10-23

国双 北京 IPO上市 企业服务 数据分析服务商 2005-12-15

Urban Engines / 并购 企业服务 城市规划相关位置数据分析服

务商

2014-01-01

BeyondCore / 并购 企业服务 数据分析公司 /

拓尔思 北京 IPO上市 企业服务 大数据技术和服务提供商 1993-02-18

IRTC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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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信息

5.1 被执行人信息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5.2 失信信息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5.3 法律诉讼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5.4 法院公告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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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行政处罚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5.6 严重违法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5.7 股权出质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5.8 动产抵押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5.9 欠税公告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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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经营异常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5.11 开庭公告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5.12 司法拍卖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六、知识产权信息

6.1 商标信息

序号 申请日期 商标名称 注册号 类别 状态

1 2017-08-04 / 25702090 42-科研服务 待审

2 2017-08-04 / 25710796 25-服装鞋帽 待审

3 2017-08-04 / 25694898 35-广告、销

售、商业服务

待审

4 2017-08-04 / 25700587 42-科研服务 待审

5 2017-08-04 / 25700568 35-广告、销

售、商业服务

待审

6 2017-08-04 / 25690965 25-服装鞋帽 待审

7 2016-12-09 睿码实信 22204718 42-科研服务 待审

8 2016-12-09 睿码实信 22204770 09-软件产品、 待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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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日期 商标名称 注册号 类别 状态

科学仪器

9 2016-12-09 睿码实信 22204974 35-广告、销

售、商业服务

待审

10 2016-12-09 睿码大数据智能平台 22204870 35-广告、销

售、商业服务

待审

11 2016-12-09 睿码大数据智能平台 22204914 42-科研服务 待审

12 2016-12-09 睿码大数据智能平台 22203280 09-软件产品、

科学仪器

待审

13 2016-02-03 探趣 19072786 38-电讯、通信

服务

不定

14 2016-02-03 探趣 19072865 42-科研服务 不定

15 2016-02-03 探趣 19072791 35-广告、销

售、商业服务

不定

16 2016-02-03 探趣 19072676 09-软件产品、

科学仪器

不定

6.2 专利信息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6.3 软件著作权

序号 软件名称 登记日期 软件简称 登记号 著作权人 首次发表日期

1 探趣 APP软件

（iOS版）

2016-04-15 / 2016SR0775

67

成都睿码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

2016-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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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软件名称 登记日期 软件简称 登记号 著作权人 首次发表日期

2 探趣 APP软件

（Android版）

2016-04-15 / 2016SR0775

74

成都睿码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

2016-02-18

6.4 作品著作权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6.5 网站备案

序号 网站名 网站首页 审核时间 备案号 主办单位性质

1 成都睿码大

数据智能平

台

www.remarkdip.cn;www.

kankandata.com.cn;www

.kankandip.com;www.ka

nkandip.cn;www.kankan

data.cn;www.kankanbd.

com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2 成都睿码大

数据智能平

台

www.remarkdip.cn;www.

kankandata.com.cn;www

.kankandip.com;www.ka

nkandip.cn;www.kankan

data.cn;www.kankanbd.

com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3 成都睿码大

数据智能平

www.remarkdip.cn;www.

kankandata.com.cn;www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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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站名 网站首页 审核时间 备案号 主办单位性质

台 .kankandip.com;www.ka

nkandip.cn;www.kankan

data.cn;www.kankanbd.

com

4 成都睿码科

技 besquare

网站

www.besquare.cn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5 成都睿码科

技官网

www.kankanapp.com.cn;

www.kan-kan.com.cn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6 睿码大数据 www.remarkdata.net;ww

w.remarkdata.cn;www.r

emarkdata.com;www.rem

arkdata.com.cn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7 睿码大数据 www.remarkdata.net;ww

w.remarkdata.cn;www.r

emarkdata.com;www.rem

arkdata.com.cn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8 成都睿码大

数据智能平

台

www.remarkdip.cn;www.

kankandata.com.cn;www

.kankandip.com;www.ka

nkandip.cn;www.kankan

data.cn;www.kankanbd.

com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9 成都睿码大

数据智能平

台

www.remarkdip.cn;www.

kankandata.com.cn;www

.kankandip.com;www.ka

nkandip.cn;www.kankan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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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站名 网站首页 审核时间 备案号 主办单位性质

data.cn;www.kankanbd.

com

10 成都睿码大

数据智能平

台

www.remarkdip.cn;www.

kankandata.com.cn;www

.kankandip.com;www.ka

nkandip.cn;www.kankan

data.cn;www.kankanbd.

com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11 remarkholdi

ngs中文官网

www.remarkholdings.co

m.cn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12 remarkholdi

ngs中文官网

www.remarkholdings.cn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13 成都睿码科

技 bikini中

文网站

www.bikini-cn.com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14 成都睿码科

技官网

www.kankanapp.com.cn;

www.kan-kan.com.cn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15 成都睿码科

技大数据平

台

www.remarkdip.com;www

.remarkdip.com.cn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16 成都睿码科

技大数据平

台

www.remarkdip.com;www

.remarkdip.com.cn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17 成都睿码科

技有限责任

公司

www.tanqu.com.cn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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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站名 网站首页 审核时间 备案号 主办单位性质

18 睿码大数据 www.remarkdata.net;ww

w.remarkdata.cn;www.r

emarkdata.com;www.rem

arkdata.com.cn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19 睿码大数据 www.remarkdata.net;ww

w.remarkdata.cn;www.r

emarkdata.com;www.rem

arkdata.com.cn

2017-11-08 蜀 ICP备 16009239号 企业

七、经营信息

7.1 招投标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7.2 债券信息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7.3 招聘信息

序号 发布时间 职位 所在城市 工作经验

1 2018-01-11 人工智能样本训练主管 成都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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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布时间 职位 所在城市 工作经验

(成都睿码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2 2018-01-10 IT技术支持 成都 1-3年

3 2018-01-09 PHPLaravel工程师(成都

睿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 3-5年

4 2018-01-09 Web前端工程师(成都睿码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 3-5年

5 2018-01-09 SDE（数据分析、后端开

发）(成都睿码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成都 3-5年

6 2018-01-09 PHPLaravel(成都睿码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 3-5年

7 2018-01-04 服务器开发工程师(成都

睿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 3-5年

8 2018-01-04 Unity3D(成都睿码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成都 3-5年

9 2018-01-04 Web前端工程师(成都睿码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 3-5年

10 2018-01-04 舆情销售经理(成都睿码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 3-5年

11 2018-01-04 运维工程师(成都睿码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 3-5年

12 2018-01-02 软件开发工程师-R＆

amp;D(成都睿码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成都 3-5年

13 2017-12-30 舆情产品经理（偏营销） 成都 5-10年

14 2017-12-30 Java工程师(成都睿码科 成都 5-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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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布时间 职位 所在城市 工作经验

技有限责任公司)

15 2017-12-29 前台(成都睿码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成都 1-3年

16 2017-12-27 新媒体运营实习生(成都

睿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 1年以下

17 2017-12-26 金融销售-贷后系统(成都

睿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 1-3年

18 2017-12-26 Linux运维工程师 成都 3-5年

19 2017-12-19 金融产品运营经理 成都 5年以上

20 2017-12-15 售前产品工程师 成都 3年以上

该项目数据量较大，如需查看更多数据，请购买增值版信用报告

7.4 税务评级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7.5 购地信息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7.6 资质证书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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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抽查检查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7.8 产品信息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7.9 进出口信用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八、年报信息

2016年度

企业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1TDHA2H 企业名称 成都睿码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企业联系电话 028-85138533 邮政编码 610000

企业经营状态 开业 从业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电子邮箱 无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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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通信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仁路 388号

凯德天府 4栋 15层

企业是否有投资信息或

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没有

网站或网店信息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该年报尚未公开相关信息。仅供客户参考。

股东及出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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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万元 2017-06-06 货币 万元 企业选择未公示 企业选择未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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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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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事项

修改日期 修改事项 修改前 修改后

2017-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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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选择不公示

2017-06-25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2017-06-25 参加生育保险本期实际缴费

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2017-06-25 参加工伤保险本期实际缴费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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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日期 修改事项 修改前 修改后

金额

2017-06-25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2017-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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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选择不公示

2017-06-25 参加失业保险本期实际缴费

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2017-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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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选择不公示

2017-06-25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投资信息

截止 2018年 01月 23日，该年报尚未公开相关信息。仅供客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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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申请

http://www.tianyancha.com/vipintro
http://www.tianyancha.com/vipint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