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信用办 匚2017〕 1号

关于转发《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建立

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央准

进社会诚信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 (市、区)信用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

市直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进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市场主体依法诚信经

营,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9现将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

建省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

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政 匚2017〕 3号 )转发你们。结合我市实

际,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
⊥、加强社会信用的基础建设。严格执行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全面落实代码登记管理部门增量公示工作。完

善市公共信用信.憝平台管理运行机制,推进平台二期建设。落实并

完善联合奖惩目录清单瑚圹制。建革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典型案例∴÷筘言·}∴



用宁德
”
网站推送公示制度。全面落实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J受\“双

公示
”
制度。发改、经信、财政、金融、环保、住建、交通、商务、

工商、税务、质检、安监、海关、知识产权等重点行业领域主管部

门要加快推进本行业领域的信用评价工作,落实红黑名单+ll度和守

信激励、失信惩戒制度,对多个领域
“
黑名单

”
都上榜的法人单位

应列为重
`点
监管对象,建立健全红黑名单退出机制。

2、 健全褒扬和激励诚信行为机制。加强市场主体正面信.憝采

集,挖掘树立诚信典型,加强诚信案例宣传。重点行业领域主管部

门,应率先对诚信典型联合实施守信激励。鼓励企业主动发布综合

信用承诺或产品服务质量等专项承诺。探索建立诚信主体行政许可

“
绿色通道

”,优化守信企业行政监管安排,人力推介诚信市场主

体。

3、 健全约束和惩戒失信行为机制。落实对重
'点
领域和严重失

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的制度。重点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应对严重失

信行为主体率先实施联合惩戒,并将其列为重
`点
监管对象,依法依

规采取行政性约束措施,并及时公开披露相关信
`憝
。按省政府统一

部署逐步建立完善失信举报制度,鼓励公众实名举报,并对举报人

信·憝严格保密。逐步探索建立个人信用信·急征集制度。

4、 构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协同机制。健全政务平

台与社会平台的信`憝共享机制,促进政务信用信J憝 与社会信用信刂急

互动融合。各部门应统筹梳理需要提交其他部门联合激励与惩戒的

事项,明确各类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期限、修复规则和办理程序,

形成各领域联合奖惩目录清单,报送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推动联合奖惩措施贯彻落实。建立健全信用信 `憝异议、投

诉等信用主体权益保护机制。.             0_



5、 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大力开展诚信宣传进机关、进校园、

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的活动,将诚信教育贯穿于公民道德建设

仝过程。深入开展
“
诚信兴商宣传月

” “
信用记录关爱日” “

国际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等诚信文化宣传活动,营造诚信社会氛围,提

高全民信用意识。

附件: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实施方案的

通知 (闽政 匚2017〕 3号 )

宁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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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0|△     ∴△

2017年 ⒌月 10日 印发



闽政 (2017〕 3号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建立完善守信
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

社会诚信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 (区 )人 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人民政府各
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

经研究,现将 《福建省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
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组织实施。

(此冫牛
.主

动琰劫㈠
ˉ̄ -艹  !〓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17年 1月 2j′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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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建立完善守信联舍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诫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 发 (2016)33

号)精神,加快推进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构建以信用

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制,促进市场主体依法诚信经营,营造

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结合我省实际,制 定本实施方案。

-、 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一 )总体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

策部署,紧 紧围绕
“四个全面

”
战略布局,牢 固树立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求,全

面实施国家和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加 强信用记录建设和信

息归集共享,依法依规认定守信和失信行为,运用信用激励和约

束手段,构建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

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着力解决当前危害公共利益

和公共安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负面

影响的重点领域失信问题,维护市场正常秩序,营造诫信社会环

境。

(二)工作 目标。到 2017年底,重 点行业和公共信用信息

平台的气界乍息熬虍库基本建成并交换共享,谁琪.伞芈}。 亭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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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组织、机关事业单位信用信息的查询、公开共享和管|理应用

服务,省 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全面对

接;建立完善信用分类管理、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信用信息公示、

信用协同监管、信用申诉与修复等机制,使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机制在重要领域较好发挥作用。到 2020年底,全面构建以信用信

息资源共享为基础的覆盖仝社会的福建省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以

法规机制为保障的信用监管体系、以信息应用为核心的信用奖惩

格局,使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仝面发挥作用,仝社会诚信意

识普遍增强。

二、加强社会信用的基础建设

(三 )加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全面建立实施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加快推进代码登记管理部门

增量公示和存量转换,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标识,实现跨领域

信息统一记于法人和其他组织名下,同 时以规范格式推送到各级

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并集中汇总到
“
信用福建

”
网站向社会大众

提供公示和查询服务。

(四 )加强信用记录建设。根据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要

求,进一步完善《福建省法人公共信用信息征集指导目录》《福建

省。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征集指导目录》,规范化采集、整合、存储

各级行政机关和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在履职

过程中生戚或获取的自然人和企业、除政府机关以外的社团组织
`{

有关机构等法人的信丨用.信 息△∷倌用承诺书等记录资料,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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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和公务员政务失信记录机制,建立各类主体信用档案 ,

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建设奠定基础。采集的信用信息要按

社会公开、授权查询和政务共享等类Fll明 确公开属性,并依法依

规通过信用信息平台进行发布和常态化更新。

(五)实现信用平台纵横互联共享。建立完善由省级、设区

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行业信用信息系统纵横联通的福建省公共

信用信息系统,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横纵向分别与行业信用信息

系统、设区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并加快省公共信用信

息平台与仝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全面对接,形咸仝省信用信息

交换共享的大数据库和枢纽中心。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依托
“
数

字福建
”

的云平台和仝省政务内外网统一归集汇总各地区、各行

业的信用信息数据,再通过政务共享平台按照
“一处归集、多方

共享
”

的原则,将统一归集的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使用和共享 ,

其中涉及企业的相关信用信息共享至工商部门,在 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 (福建 )同 步公示。

(六 )实施信用分类管理。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国家和省里的

有关要求,研究出台行业领域实施信用分类管理的标准规范,依

法依规认定和差别化管理守信、失信行为,推 出诫信典型
“
红名

单
”
和严重失信主体 “黑名单

”,规范
“
红黑名单

”
的产生和发布

行为,建立健仝退出机制。
“
红黑名单

”
在各级政府部门网站公示

的同时,同 步推送到各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并统一汇总到
“
信

用福键 ∷网站集中公示。鼓励社会组织和亻仁人在开展信用交易或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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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活动过程中查询失信主体
“
黑名单

”,降低信用风险。

(七 )加强信用信息公示和宣传。推动政务信用信息公开 ,

仝面落实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
“
双公示

”
制度。县级以上政

府部门,除涉及个人隐私的行政处罚信息外,其他所有的行政许

可与行政处罚信息要在办结后 7个工作 日内,在本部门网站向社

会公示,并汇总到
“
信用福建

”
网站集中公示;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及时归集整理各地区、各行业实施守信激励和

失信惩戒的典型案例,汇总到
“
信用福建

”
网站公示和宣传,积

极回应社会关切,以 点带面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关注自身信用建设。

(八 )加强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继续加快公共信用法

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规范化归集、共享、公开和使用信用信

息,推进政务诚信建设、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电子商务领域信用

体系建设、信用信息综合评价认定标准及办法等信用立法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强化信用约束和协同监管要求,制 定出台

本地区、本行业的相关配套文件,对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有关规定提出修订建议或按规定程序进行有针对性的修

改。同时,结合信用分类管理、守信联合激励与失信联合惩戒、

信用评价等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本行业的工作流程和

操作规范。

(九 )培育和发展信用服务市场。各地区、各部门应积极扩

太信用需求,.加 强与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的合作,促进大.数 据开

发+ll用 ,扶持∵(∷培育△批有资质的信用服务机构,逐i步形成·:法规

_∶  5--



标准健全、符合市场需求的信用服务体系。重点行业领域丰管部

门应率先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中,查询使用市场主体的信

用信息,鼓励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为行政机关开展信用主体的激

励或约束提供信用评级、信用报告等参考依据,探索建立以信用

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制。鼓励和支持信用服务机构创新信用

产品,为 市场主体提供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等增值服务。

三、健全褒扬和激励诚信行为机制

(十 )多 渠道选树诚信典型。加强对市场主体正面信息的采

集,将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实施信用分类监管确定的信用状况良

好的行政相对人、诚信道德模范、优秀青年志愿者,行业协会商

会推荐的诚信会员,新 闻媒体挖掘的诫信主体等树立为诚信典型 ,

通过政务门户网站、
“
信用福建

”
网站、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加强

宣传。发改、经信、财政、金融、环保、住建、交通、商务、工

商、税务、质检、安监、海关、知识产权等重点行业领域主管部

门,应 率先联合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对无不良信用记录者和诚信

典型实施守信激励。建立企业信用承诺制度,在政府行政管理事

项中,应告知、指导企业按规范格式向社会做出公开承诺,违法

失信经营后将自愿接受惩戒和制约。鼓励企业主动发布综合信用

承诺或产品服务质量等专项承诺,接受社会监督。

(十一)探索建立行政审批
“绿色通道

”。在办理行政许可

过程中,对守信典型和连续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的行政相对人 P.

可根据实际情况实施 吖绿色通道
”
和亻容缺受理

”
等便利服务措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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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对 符合条件的行政相对人,除 法律法规要求提供的材料外 ,

部分申报材料不齐备的,如 其书面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提供,应先

行受理,加快办理进度。

(十二)加强对守信主体的激励和扶持。研究制定各行业领

域对诚信市场主体实施守信激励和联合奖励的制度,大力推介诚

信市场主体、优先提供公共服务便利、降低市场交易咸本。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措施:通过各级政府部门网站和
“
信用福建

”
网站

集中公示各领域诚信市场主体优良信用信息。在会展、银企对接

等活动中重点推介诫信企业。在实施财政性资金项目安排、招商

引资配套优惠政策等各类政府优惠政策中,优先考虑守信市场主

体。在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障等领域对诫信个人给予重点

支持和优先便利。在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提倡依法依约对

诚信市场主体采取信用加分等措施。鼓励有关部门合作开发
“
税

易贷
”“

信易贷
”“

信易债
”“

税源贷
”“

税贷通
”
等守信激励产品。

引导金融机构和商业销售机构等市场服务机构参考使用市场主体

信用信息、信用积分和信用评价结果,对诫信市场主体给予优惠

和便利,使守信者在市场中获得更多机会和实惠。

(十三)优化守信企业行政监管安排。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

根据监管对象的信用记录和信用评价分类,注 重运用大数据手段 ,

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为 市场主体提供便利化服务。对符合一

定条件的守信企业,在 .日 常检查←专项检查中减少检查频次。∫在

政府采购、政府资金补助△∶政府'购买服务、政府投资工程建设争 =
犭 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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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行政管理事项中,查询有关主体的信用记录,或要求其

提供由具各资质的信用服务机构出具的信用报告,优先选择信用

“
红名单

”
等守信主体。

四、健全约束和惩戒失信行为机制

(十四)对重点领域和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在有关

部门和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对本领域失信行为建立信用档案、作出

处理和评价基础上,通过信用信息共享,推动其他部门和社会组

织依法依规对严重失信行为采取联合惩戒措施。发改、经信、财

政、金融、环保、住建、交通、商务、工商、税务、质检、安监、

海关、知识产权等重点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应 率先联合其他部门

和社会组织对重点领域和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严重失信行为:一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的行为,包括食品药品、生态环境、工程质量、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产品质量等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二是严重破坏市场

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包括贿赂、逃税骗税、恶

意逃废债务、恶意拖欠货款或服务费、恶意欠薪、非法集资、合

同欺诈、传销、无证照经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故意侵犯知识

产权v出 借和借用资质投标、围标串标、虚假广告、侵害消费者

或证券期货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破坏网络空间传播秩序、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等严重失信行为。三是拒不履行法定义务,严 重影

响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公信力的行为,包括当事人在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作出判决或决{定:后 ∫存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逃避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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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严重失信行为。四是拒不履行国防义务,拒 绝、逃避兵役,拒

绝、拖延民用资源征用或者阻碍对被征用的民用资源进行改造 ,

危害国防利益,破坏国防设施等行为。

(十五)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逐

步建立行政许可申请人信用承诺制度,并开展信用审查,将信用

承诺纳入市场主体信用记录,接受社会监督,并作为事中事后监

管参考依据。对严重失信主体,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将其列为

重点监管对象,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戒措施。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措施: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从严控制生产许可

证发放,限制新增项目审批、核准,限制股票发行上市融资或发

行债券,限制发起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融资

担保公司、创业投资公司、互联网融资平台等机构,限制从事互

联网信息服务等。严格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限制申请政府

补贴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支持,限 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

限制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

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及时撤销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

代表人、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董

事、股东等人员的荣誉称号,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对具有公

务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身份的失信被执行人,依法依规按

照相关程序处理。                  .
·o (十六)对失信行为实施市|场

"l± 约来和惩戒。对严重失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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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有 关部门和机构应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索弓|,及 时通过本

部门门户网站、
“
信用福建

”
网站或媒体等公开披露相关信息,便

于市场识 Fll失 信行为,防 范信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措施 :

督促有关企业和个人履行法定义务,对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的

严重失信主体实施限制出境和限制购买不动产、乘坐飞机、乘坐

高等级列车和座席、旅游度假、入住星级以上宾馆及其他高消费

行为等措施。引导商业银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保险公司等金

融机构按照风险定价原则,对严重失信主体提高贷款利率和保险

费率,或者限制向其提供贷款、保荐、承销、保险等服务。

(十 七)对失信行为实施行业性、社会性约束和惩戎。各地

区、各部门应建立完善失信举报制度,鼓励公众举报企业严重失

信行为,并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

等各类社会组织作用,引 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失信联合惩戒。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措施:弓 |导 行业协会、商会等完善行业内信用信

息采集、共享机制,将严重失信行为记入会员信用档案,与有资

质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合作开展会员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支持

行业协会、商会按照行业标准、行规、行约等,视情节轻重对失

信会员实行警告、行业内通报批评、公开谴责、不予接纳、劝退

等惩戒措施。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社会组织`依 法对污染环

境、侵害消费者或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等群体性侵权行为、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行为,向 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

{∫  (十八)完善个人信用记录1推|动 联合惩戒措施落实到人。

—— 1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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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完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信用记录的同时,通 过建立

完整的个人信用记录数据库及联合惩戒机制,使失信惩戒措施落

实到人。对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严重失信行为,在记入企事业

单位信用记录的同时,记入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负

有直接责任人员的个人信用记录。在对失信企事业单位、其他组

织进行联合惩戒的同时,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相关责任人

员采取相应的联合惩戒措施。

五、构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协同机制

(十九)建立触发反馈机制。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的发起与响应机制,各领域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

发起部门负责确定激励和惩戒对象,会 同有关部门确定不同行业

监管部门各自权责范围内的激励和惩戒事项,实施部门负责对有

关主体采取相应的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措施,并及时反馈激励和

惩戒处理情况。

(二十)实施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联动。鼓励各地区、

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本行业内确定的诫信典型和严重失信主

体,发起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联合激励与惩戒,共 同打击商

业欺诈、逃废债务等犯罪行为。充分发挥各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组织指导作用,建立健全跨地区、跨部门、

跨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合作机制。探索两岸征信信息查询共享途

径∷支持台企台胞赴闽兴业创业融资需求;加强我省与台湾、周

∷·边省份及泛珠三角地区的信用合作,-推动信j用 信息共享和信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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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结果互认。

(二十一)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使用机制。依托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进一步建立联合奖惩信息系统,实现信息的发起

响应、信息推送、执行反馈、信用修复、异议申诉等动态协同功

能,为 各行业部门进行跨领域联合奖惩提供技术支撑。各地区各

部门要将信用信息的查询使用嵌入政府 日常行政监管和公共服务

事项中,确保
“
应查必查

”“
奖惩到位

”
。健全政务平台与征信机

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平台的信息共享机制,促

进政务信用信息与社会信用信息互动融合,最大限度发挥守信激

励和失信惩戒作用。

(二十二)建立联合激励与惩戒 目录清单。各部门应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 合本领域已出台的有关文件规定和本

部门的管理职能、权力清单,统筹梳理需要提交其他部门联合激

励与惩戒的事项,形咸各领域联合奖惩目录清单,报送省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抄送相关部门。有关行业主管部

门需要提交其他部门进行联合奖惩的信用主体名单 (包括但不限

于
“
红黑名单勹,前期推送至各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实现政务共

享和常态化更新,并汇总到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推动联合奖惩

措施贯彻落实;后期通过逐步过渡方式,推送至联合奖惩信息系

统实现动态协同监管。联合奖惩目录清单主要分为强制性措施和

推荐性措施,强 制'性 措施为依法必须联合执行的j激励和惩戒措施 ;

推荐性措施为由参连珞 方推荐的,符合褒扬诚信、惩戒失i信 政策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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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各地区、各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实施的措施。各有关部门

应根据法律法规和机构职能变化及时对联合奖惩目录清单进行动

态调整。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制定下发联合奖

惩目录清单所包含的内容、格式规范等,并及时整理汇总、总结

经验,指导、推动各部门不断完善囝录清单。

(二十三)建立健全信用修复杌制。联合惩戒措施的发起部

门和实施部门应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明确各类失信行为的

联合惩戒期限、修复规则和办理程序。失信行为具备整改纠正条

件的,有关机关和组织在采集记录失信信息的同时应当按照规定

通知当事人;失信主体在规定时间内主动整改、纠正失信行为、

消除不良影响的,不再作为联合惩戒对象,信用修复的结呆应推

送到各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立有利于自我纠错、主动自新的

社会鼓励与关爱机制,支持有失信行为的个人通过社会公益服务

等方式修复个人信用。

(二十四)建立健全信用主体权益保护机制。建立健全信用

信息异议、投诉等制度。有关部门和单位在执行失信联合惩戒措

施时主动发现、经信用主体提出异议申请或投诉发现信息不实的 ,

应及时告知信息提供单位核实,信息提供单位应在 20个工作 日内

核实并反馈,经核实发现信息有误的及时更正,核实无误的继续

执行,核实期间暂不执行联合惩戒措施,核实结果还应告知当事

人,并推送到各级公共信用信息干台。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对其提

供信息钓真实∵合法、完整、有效性负责 ,ˉ困氵错误睬|取联合惩戒

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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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损害有关主体合法权益的,由 信息提供部门负责,并会同有

关部门和单位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其信誉、消除不良影响。支持有

关主体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六、加强组织推动和诚信文化建设

(二十五)加强组织实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实施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作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举

措,认真贯彻落实本方案并制定有关落实文件,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落实工作机构、人员编制、项目经费等必要保障,确保各项

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措施落实到位;开展试点、示范的部门和地

区要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重点任务贯彻实施,形戚可

复制、可推广的咸果。各地区、各部门应认真对照本实施方案 ,

按职责分工抓好落实,有条件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应率先出台落

实文件,其他行业领域应根据国家有关要求或市场需求及时出台

落实文件,逐步推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渗透到社

会各领域。制定落实文件应在充分研究本地区、本领域有关法律

法规,以 及本方案和 《福建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省 政

府令 165号 )等公共信用法律法规基础上,不断完善守信联合激

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各系统协调运行的制

度基础。鼓励有关地区和部门先行先试,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或

出台规范性文件等多种方式,建立长效机制,不 断丰富信用激励

内容,强化信用约束措施。 .
(二十六)加强诚僖丧化建设彡。发挥各级政府部门以及社会~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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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的作用,大力开展诚信宣传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乡

村、进企业的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诫信教育贯穿

于公民道德建设全过程。加强对企业负责人、学生和青年群体的

诚信宣传教育,加强会计审计人员、导游、律师、医务人员、保

险销售从业人员、公职人员等重点职业人群以诫信为重要内容的

职业道德建设。通过政务门户网站和各类新闻媒体加大对诫实守

信和违法失信典型的宣传和曝光,深入挖掘、剖析守信激励和失

信惩戒典型案例,适时开展群众评议、讨论、批评等活动,推动

诫实守信戚为全社会的自觉追求。深入开展
“
信用福建周

”“
诫信

兴商宣传月
”“

信用记录关爱日
”“

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 日
”

等诚

信文化宣传活动,营造诫信社会氛围,提高全民信用意识。

(二十七)加强督查指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建立完善

信用分类管理、联合奖惩等各项工作制度。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推动指导,及时跟踪掌握工作

进展,对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联合奖惩工作落实不力的地区和

部门加强督促整改,并将检查任务落实情况报告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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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 委办公厅、省委各部门,省军区,各人民团体。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 法院,省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福建省委员会。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 1月 24日 印发



城市信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权重以及信息获取方式

一级指标
(远期杈重 )

二级指标
(远期杈重 )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信息获取方式原定
权重

当期
杈重

远期
权重

—、守信激励和
失信治理 (m%)

1
丶

播
重大诚信案例传
(直接加分 )

突出诚信人物、优秀诚信
企业数量

直接加
分

直接
加分

直接

加分

大数据监测 (以 国务院、各部

委以及各省政府表彰的诚信人

物、诚信企业和诚信事件为主

要数据源 )

2、 严重矢信事件监

测评价 (⒛咿直接扣
分 )

严章失信政务事件

50%+型墅

接扣分

40%+

直接

扣分

28%+

直接

扣分

大数据监测
严重失信商务事件 大 数 椐 怖涮

严重失信社会事件 大数据监测
严重失信司法事件 大数据监测
重大失信事件 以及治理反
馈

大数据监测 (按照 已有重大失
信軎件政府厅僚的珀|珀 {标准 )

信用事件公开程度 结合城市统计数据计算

3、 综合失信状况量
化测评 (⒛%)

黑名单及重点夫注名单情

况

蒜 伯 早 仪 里 思 人 扯

名单占法人企业比
舌

5% 5% 5% 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提供

单位黑名单及重点

关注名单违法记录
3% 2% 2% 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提供

黑名单及重点关注
名单公开情况

5% 3% 3% 结合城市统计数据计算

涉及严重失信的行政处罚
情况

处罚事件 (本级政

府处罚的定为正面

事件,鼓励政府作

为,上级处罚事件

和媒体曝光后才进

行处理的为负面事
件 )

原来并
入指标
“
2”

计算

5% 10%
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提供数据 ,

中经弼具体分析每—个处罚事
件的归属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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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远期权重 )

二级指标
(远期杈重 )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信息获取方式原定

权重

当期
权重

远期

权重

一、守信激励和

矢信治理 (58%)

⒋

评

失信治理绩效测
(直接扣分)

政府失信祜执行 大

直接扣
分

直接
扣分

直接
扣分

财金司提供
涉命融领域黑名单

申!子商务专顶治理

萁他专项治理

联合奖惩绩效测
(9%)

5
丶

评

联合奖惩制度覆斋面 0 1% 1% 大数据监测

联合奖惩案例情况

联合奖惩案例数量 O 1% ⊥%

财金司组织城市通过城市信用

监测平台上报
奖惩措施实施率 0 1% 3%

牛 信 行 齿 纠 下 茎 0 1% 3%

参与部 门数量 0 1% 1%

地方联合奖惩创新做法 0
直接
力n分

接

分

直

加 大数据监测

二、信用制度和

基础建设 (2吐%)

⒍

度
信用制度完善程
(8%)

国家法规文件的细化和落

实
0 1% 1%

大数据监测 (与示范城市指标

体系对接 ,考察政策的分解和
茳立惜狎 )

规划纲要涉及的153项制
唐 霜 薷懵 狎 .

L0% 6% 3% 大数据监测

仓!|新 忏 mll唐津设情泖 5% 吐% 4% 大数据监测

7
丶

况
信用信息公示情
(7%)

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双公

示率

狄 谷 不 仨 曰 丌 趄 佰
5% 1% L% 大数据监测

第三方信用机构提

供的省公示率情况
O

3% 4%

财金司提供

双公示率 0

城市上报 (城市双随机抽查实

施后 ,以此数据作为双公示率
的确切狗椐 )

双公示数量 O 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提供

省对所属城市公示
苤的排幺J浩 狎!

O 财金司提供

国家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公
丰 俑 曰 曰 牛 小 杀 .0g渖

O 0 1% 大数据监测

±+0方创新公示顶 目及信息 羧 0 O 1% 大数据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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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远期权重 )

二级指标
(远期权重 )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信息获取方式原定

权重
当期
权重

远期
权重

二、信用制度和
基础建设 (⒛%)

⒏

亠旱

信用信息归集共
(6%)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情
况 (具体考核办法需信用
中心监测处提供方案 )

是否建立共享平台 弼按照

省共享

平台建

设情况

赋分

1% 1% 大数据监测

信息归集的数量、
痂 苤 和 方 寸

2% 2% 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提供

信息共享给省平台

和国家平台的数量
2% 2% 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提供

城市信用 网站建设情况
(独立 网站或政府 网站的

平站均可 )

0 L% ⊥% 大数据监测

9、 统—
社会信用代

码转换 (30/0,

代码查询栏 目开通情况 2% 1% O。 5% 大数据监测

重错码率
直接减

分
1% 1% 财金司提供

纠正率
直接加

谷
1% L% 财金司提供

转码率或映射率 (工商、

民政、编办等登记管理部
门白勺uihO%. 亻忄石马叶”P宀 白勺

O 1% O.5%
以省为单位报财金司 ,同时城

市通过城市信用监测平台上报
转码茎

三、诚信文化和
诚信建设 (4嗡

1O、 诚信文化、宣传
和教育情况 (3嗡

依托媒体、校园、企业、

街道社区、村镇等渠道开
屉宙估活勘懵狎

并入指

标 勹
”计簋

3% 3%
大数据监测 (与示范城市考评
指标接轨 )

11、 个人信用建设情
冫甲| (璀旨非吝il「l/r+)

城市个人信用分覆盖面 O
直接
力
"分

直接
力冂分

大数据监测 (待其他个人信用
建设指标落实后,再增加 )

12、 市场主体信用承

诺情况 (1%)
市场主体信用承诺覆盖面

和样板量
O L% 1% 大数据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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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远期权重 )

二级指标
(远期权重 )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信息获取方式原定

权重
当期

权重

远期

权重

四、信用服务和

信用创新 (11%)

13、 信用服务及应用
(8%)

经认可的第三方信用服务

机构提供的信用指数情况

目前与
“
芝麻信用

”
等第三方信用服

务机构和地方政府

确定的机构指数

10% 7.O% 7.0%
芝麻信用等笫二方信用服务机

构提供

信用服务机构和信用产品
断 暑

0 1% l% 大数据监测和城市上报结合

14、 信用创新 (直接

加分 )
信用创新的领域数量 O

直接
加 分

直接
巾口‘+

大数据监测 (按照信用创新应

用领域确宁 )

15、 信用风险提示
(2%)

风睑捍示信 息数量 0 L% 1% 大数 椐 怖测

风险提示影响力和传播度 O L% 1% 大数椐 临测

五、信用环境和

营商环境 (5%)

I6、 金融生态环境
(3%)

考核违约率、不 良率和逾
莒卩圭狂

0 L% 3% 财金司协调银监会提供数据

L7、 营商环境建设
(2%) 参照世行标准 0 0 2% 财金司提供

注 :1、 按照
“
稳定性和创新性结合

”
的原则,指标在 11月 份监测中实行 ,3个月内实行双轨测评,逐步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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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填表城市:

填表人:

信用联合奖惩措施成效反馈菝

填表时间: 年 月

联系电话 !

守倌或失倌情况 奖惩依据及:奖惩措施

拍不执行法院判

决久赵莱茱 !^o

万元。

(火倌被执行人◆

"丁

丨0伯l丿肖

按照 《奴 锦忘泶》煳定

llk制夺某菜蚀伍,⋯⋯公
|{|||||||||||{||数 桨长

.

执行法院判抉,迩赵架
!某 12◆ 万元。

市环保部门

市税务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