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联合国通用供货商数据库UNGM 

通用供货商注册表                                               

第一部分: 公司的总体和具体情况 Company Information 

 

1.公司/机构名称: 

Name of company 

                                                              

2.地址:Address 

                                 

                                 

 

邮政编码:code          所在城市:City           所在国家Country:             

  

3.邮政信箱和邮信地址:Postal Address 

                                                                            

 

                                                                            

 

 

4.电话号码:Tel                             5.传真:Fax                   

 

6.电子邮件:email                           7.网址:Web                   

 

 

8.联系人姓名和职务:Contact person and position 

 

 

 

9.母公司 (正式注册名称) Parent Company: 

 

 

10.分支机构，合作单位和/或海外机构：Subsidiary/oversea agent 

（可以在注册表后附加详细名单） 

 

 

11a．经营性质（打勾）：Nature of company 

 

   制造商：Manufacture □             外贸公司：Trader□      

授权代理商：Authorized Agent□     咨询公司：Consulting □    

   其它（请指明）：Other, Please indicate                        



 

11b．经营类别（打勾） Type of Business： 

   有限公司：Corporate/Limited □    合伙公司：Partnership□    

民营：Private □              政府机构：Government Owned□   

大学：University□         非盈利机构：Non-profit organization□ 

   其它（请指明）Other, please indicate：                       

 

12．成立时间：Establishment time              

13. 全职职工人数:Number of employees 

 

14. 工商注册编号: Registration Number 

15. 税务登记号码: Tax registration number 

 

16. 技术文件的版本:Documentation Language 

英语:English □ 法语:French □西班牙语:Spanish □ 

俄语:Russian □ 阿拉伯语:Arabian □ 中文: Chinese □     

其它语种 (具体指出): Other, Please indicate          

 

17.工作语言:Working Language 

英语:English □ 法语:French □西班牙语:Spanish □ 

俄语:Russian □ 阿拉伯语:Arabian □ 中文: Chinese □     

其它语种 (具体指出): Other, Please indicate          

*联合国相关机构共享的信息 Common information 

 

第二部分: 财务信息 Financial Information 

 

18. 近3年每年的总收入 Sales turnover in the past 3 years 

 (1) 年份:Year        :     百万美元 (Million USD)   

(2) 年份:Year        :     百万美元 (Million USD) 

 (3) 年份:Year        :     百万美元 (Million USD) 

 

19. 近3年每年的出口收入 Export Sales in the past 3 years 

 (1) 年份: Year        :     百万美元 (Million USD)   

(2) 年份: Year        :     百万美元 (Million USD) 

 (3) 年份: Year        :     百万美元 (Million USD) 

 

20. 开户银行名称: Bank Name                             

地址: Bank Address                                  

SWIFT号码: SWIFT：                             

 

 21.开户银行账号: Account Number                        

    账户名称:Account Name                               

 



22. 请提供最近的一份公司年度报告或者财务审计报告的复印件。可以的话，

请提供信用评级，或者其它同等效用文件。 

Please offer the copy of latest financial report or audit report; 

If you can, please offer the credit evaluation report or equivalent. 

 

第三部分：提供产品/服务的技术能力和相关信息 

 Product/Service Information 

 

23． 如果可能，请提供一份贵公司最新获得的质量保证证书的复印件，例如：

ISO9000或者其它同等文件。 

Please offer the copy of ISO certificate of your company 

 

24．公司海外机构：Oversea Agent 

 

 

25．贵公司所能提供的产品/服务 （Main products/service） 

                                                                                        

                                                                                    

                                                                                   

                                                                                               

 

第四部分：资历 Qualification 

 

26．公司近期与联合国机构或者其它国际性援助机构签署合同的情况 

    Contracts with UN organizations/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机构名称          金额（美元）          年份     所提供的货物/服务        

Name of Agency     Value(USD)           Year        Products                                                        

                                                                          

                                                                          

                                                                          

 

27．最近3年公司向哪些国家出口过产品和/或管理过项目 

Export in the last 3 years 

  年份    出口国家      产品       金额 

  Year     Country    Products     Value                                                                                   

                                                                                    

                                                                      

                                                                      

 

 

28．是否有关于本公司环境方针的书面陈述文件？Environmet Statement 

（如果有的话，请将一份复印件附后） 有Y □     没有N □ 

 If yes, please offer a copy document 



29．请提供近三年出口前十名的国家 

 Please provide the top ten export countries in the last 3 years 

 

 

 

30．请提供三个出口客户的信息 

Please offer information of 3 customers overseas  

公司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Email     地址 

Company     Name     Telephone     Fax     Email   Address  

                                                             

                                                              

                                                              

请提供三个客户的推荐信 

Please offer reference letters form 3 of your customers 

 

 

 

第五部分：其它 Others 

 

31．请列出公司最近3年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发生的纠纷问题： 

   Please indicate if you have disputes with UN agencies 

 

 

32．请列出公司属于哪个国内或者国际贸易组织，或者其它专业性组织机构。 

   National/international/specialist organization/association which 

your company is a member 

 

 

 

 

32．申明：Signature 

下方签名者要保证在此表格填写信息的正确性；如果信息发生变更，应尽快提供

详细信息。 

 

 

  

姓名：Name                      职务：Title                

 

 

 

签名：Signature                  日期：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