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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

党委机关

1纪委监委

1.1行贿犯罪档案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贿犯罪档案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司法信息（公共信用类-司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贿犯罪档案信息，包括行贿、受贿人信息及案号、案由、判决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纪委监委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行贿犯罪档案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贿人 xh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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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责任人姓名 zrrxm C(字符型) 100 √ 行贿人为机构时填写， 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对应

5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行贿人为机构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行贿人为机构时填写，

7 受贿人 sh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8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9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0 责任人姓名 zrrxm C(字符型) 100 √ 受贿人为机构时填写， 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对应

11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受贿人为机构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12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受贿人为机构时填写

13 案号 ah C(字符型) 18 √

14 涉案金额 sa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5 案由 ay C(字符型) 2000 √

16 判决结果 pjjg C(字符型) 2000 √

17 判决法院 pjfy C(字符型) 200 √

18 判决日期 p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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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2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纪委监委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全省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表彰信息；2.全省案件监督管理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表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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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纪委监委、市纪委监委、县（区）纪委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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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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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4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纪委监委、市纪委监委、县（区）纪委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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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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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档案馆

2.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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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档案馆（局）、市档案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延期向社会开放档案审批

市级：延期向社会开放档案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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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2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档案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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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违反档案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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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3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档案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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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档案执法监督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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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4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档案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在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或者向国家捐赠重要、珍贵档案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或者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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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5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档案馆（局）、市档案馆（局）、县（区）档案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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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确定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的具体范围
2.对未开放档案提供利用的审查
3.档案馆设置备案
4.城建档案馆接收规定范围以外档案审批
5.专门档案馆和部门档案馆建立的审批
6.单位推迟或提前向档案馆移交档案审批
7.对国有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的审查
8.对重点建设项目（工程）档案的验收
9.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备案

市级：1.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备案
2.对重点建设项目（工程）档案的验收
3.专门档案馆和部门档案馆建立的审批
4.对未开放档案提供利用的审查
5.档案馆设置备案
6.城建档案馆接收规定范围以外档案审批
7.单位推迟或提前向档案馆移交档案审批

县（区）级：1.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备案
2.对未开放档案提供利用的审查
3.单位推迟或提前向档案馆移交档案审批
4.对重点建设项目（工程）档案的验收
5.档案馆设置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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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6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档案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突出贡献者荣誉表彰；2.捐赠主体荣誉表彰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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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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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7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档案馆（局）、市档案馆（局）、县（区）档案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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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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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8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档案馆（局）、市档案馆（局）、县（区）档案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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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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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组织部门

3.1就业工作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就业工作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公务员基本工作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职务、就业单位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委组织部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公务员基本工作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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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就业状况 jyzk C(字符型) 100 √

5 职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10 √

6 职业名称 zymc C(字符型) 200 √

7 职务 zw C(字符型) 100 √

8 劳动合同类型 ldhtlx C(字符型) 100 √

9 合同生效日期 hts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合同期限 htqx C(字符型) 100 √

11 工作单位名称 gzdwmc C(字符型) 200 √

12 工作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gz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首次参加工作日期 sccjg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15 登记日期 d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8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2考试违纪违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考试违纪违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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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对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违纪违规记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委组织部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公务员考试违纪违规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月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准考证号 zkzh C(字符型) 20 √

5 考区（点） kq(d) C(字符型) 1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6 年份 nf C(字符型) 10 √

7 档案号 dah C(字符型)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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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9 考试专业 kszy C(字符型) 100 √

10 违纪科目 wjkm C(字符型) 50 √

11 违纪行为 wjxw C(字符型) 200 √
包括: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考试违纪违规行为等

12 违纪处理意见 wjclyj C(字符型) 10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3公务员未满国家规定最低服务年限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务员未满国家规定最低服务年限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政策性合同履约信息（业务经营类-政策性合同履约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政策性合同履约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委组织部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公务员未满国家规定最低服务年限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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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最低服务年限 zdfwnx C(字符型) 10 √

5 所在机关 szjg C(字符型) 200 √

6 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入职时间 rz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离职原因 lzyy C(字符型) 200 √ 包括：未满年限自愿离职，违法违规被辞退等

9 离职时间 lz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单位 rddw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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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4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委组织部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事项

省级：1.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选拔表彰                                                                                                               
2.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评选表彰                                                                                               
3.三秦工匠                                                                                                                                
4.全省优秀人才和优秀工作者                                                                                                                                 
5.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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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5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县（区）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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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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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6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县（区）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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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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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宣传部门

4.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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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省电影局]、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县
（区）委宣传部[县（区）新闻出版局(版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事项

省级：1.出版物批发单位设立、变更审批
2.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核发
3.印刷委托书备案
4.对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的图书、音像和电子出版物、期刊出版机构重大选题审批的初审
5.新闻单位设立驻地方机构审批
6.单位内部设立印刷厂登记
7.对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的出版单位设立、变更（含出版新的报纸、期刊、连续型电子出版物或报纸、期刊、连续型电子出
版物变更名称）审批的初审
8.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核发
9.对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的订户订购境外出版物审批的初审
10.报刊记者站设立审批
11.对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的中学小学教科书出版资质审批的初审
12.音像复制单位、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接收委托复制境外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许可
13.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设立、变更审批
14.加工贸易项下光盘进出口审批
15.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企业的设立、变更审批
16.图书、期刊印刷备案核准
17.期刊、报纸变更刊期、报纸变更开版审批
18.印刷宗教用品审批
19.承印加工境外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备案核准
20.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印刷企业和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审批                                                                                              
21.音像、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设立、变更审批
22.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境外出版物审批
23.进口出版物目录备案核准
24.地方单位订户订购限定发行范围的境外出版物审核                                                                                           
25.电影剧本（梗概）备案核准
26.地方对等交流互办单一国家电影展映活动审批
27.外商投资电影院电影放映经营许可
28.电影发行单位（非跨省）设立、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合并、分立审批
29.国产电影属地审查

市级：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企业的设立、变更审批

县（区）级：1.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2.出版物零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设立、变更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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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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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省电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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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期刊出版单位出卖、出租、转让本单位名称及所出版期刊的刊号、名称、版面，转借、转让、出租和出卖《期刊出
版许可证》的处罚
2.新闻机构非采编岗位工作人员假借新闻机构或者假冒新闻记者进行新闻采访活动的处罚
3.对未按规定刊载期刊名称、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出版单位、印刷单位、发行单位、出版日期、总编辑（主编）姓名、发行
范围、定价、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广告经营许可证号的处罚
4.对以不正当竞争行为开展经营活动或者利用权力摊派发行期刊的处罚
5.对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接受委托印刷其他印刷品，未按规定验证有关证明；擅自将接受委托印刷的其
他印刷品再委托他人印刷；将委托印刷的其他印刷品的纸型及印刷底片出售、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伪造、变造学
位证书、学历证书等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公文、证件的，或者盗印他人的其他印刷品；非法加印
或者销售委托印刷的其他印刷品；接受委托印刷境外其他印刷品未按规定备案，或者未将印刷的境外其他印刷品全部运输出
境；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个人超范围经营的处罚
6.违反《新闻单位驻地方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未按规定开展工作、落实有关责任的
7.对报纸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主管单位、登记地、业务范围、刊期、开版，未依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的处罚
8.对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或者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
供技术服务的；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获得经济利益的；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
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在提供前公告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
（名称）以及报酬标准的处罚
9.对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违反《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未办理备案手续的处罚
10.对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
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而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行为的处罚
11.违反《新闻单位驻地方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一条，向驻地方机构及其人员下达经营创收指标、摊派经营任务、收取
管理费的
12.对违反有关规定发表或者摘转涉及国家重大政策、民族宗教、外交军事、保密等内容；未按规定核实转载、摘编的互联网内
容并未在明显位置标明下载文件网址、下载日期的处罚
13.对印刷业经营者没有建立承印验证制度、承印登记制度、印刷品保管制度、印刷品交付制度、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制度等
的；在印刷经营活动中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没有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出版行政部门报告的；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等主要登记事项，或者终止印刷经营活动，不向原批准设立的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的；未依照规定留存备查的
材料的处罚
14.对报纸“一号多版”的处罚
15.对报纸出版单位允许或者默认广告经营者参与报纸的采访、编辑等出版活动的处罚
16.对复制单位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业务范围等，未依照本办法规定办理审批、备案手续的；复制单
位未依照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的；光盘复制单位使用未蚀刻或者未按本办法规定蚀刻SID码的注塑模具复制只读类光盘的处罚
17.对新闻机构擅自制作、仿制、发放、销售新闻记者证或者擅自制作、发放、销售采访证件的处罚......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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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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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3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省电影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涉嫌侵权制品、安装存储涉嫌侵权制品的设备和主要用于违法行为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2.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是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和经营场所                                                                                                           
3.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缴纳义务的，责令限期补交，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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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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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4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省电影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印刷、复制经营活动的检查
2.对新闻单位驻地方机构的检查
3.对区域内电子出版物出版活动的检查
4.对内部资料的日常工作的检查
5.对网络出版服务的检查
6.对本行政区域内期刊出版单位及其期刊出版活动的检查
7.对印刷业的监督检查
8.对全省出版物印刷质量的检查
9.对出版活动的检查
10.对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检查                                                                                                          
11.对电影工作的监督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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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5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市委宣传部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作品自愿登记
2.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
3.非法、违禁出版物的鉴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保护单位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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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保护单位认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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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6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举报“制黄”“贩黄”、侵权盗版和其他非法出版活动有功人员的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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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7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裁决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
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图书质量复检异议的裁决；2.对图书质量复检异议的裁决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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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裁决种类 cjzl C(字符型) 1 √
0=侵权纠纷；1=补偿纠纷；2=损害赔偿纠纷；3=权属纠纷；
4=国有资产产权；5=专利强制许可；6=经济补偿；7=民间纠
纷；9=其他

4 裁决内容 cjnr C(字符型) 2000 √

5 裁决事由 cjsy C(字符型) 2000 √

6 法律依据 flyj C(字符型) 2000 √

7 裁决机关 cjjg C(字符型) 200 √

8 裁决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裁决日期 c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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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8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市委宣传部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期刊出版单位出版增刊备案；2.地方性出版物展销备案

市级：1.艺术考级机构考级情况备案；2.市级文化类社会团体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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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9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省电影局]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事项 省级：1.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2.全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3.陕西新闻奖、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奖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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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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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省电影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提交虚假材料、侵权行为、盗版                                                                                                                                
2.伪造、变造证明文件，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规定的许可证、批准或者证明文件                                                            
3.电影发行企业、电影院等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等行为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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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11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省电影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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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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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12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省电影局]、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县
（区）委宣传部[县（区）新闻出版局(版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第 53 页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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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13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省电影局]、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县
（区）委宣传部[县（区）新闻出版局(版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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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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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网信办

5.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活动的法
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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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2行政处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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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行政处罚
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违反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处罚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周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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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3行政检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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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重点领域网络和信息安全检查；2.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监督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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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4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实施网络欺诈、造谣传谣、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严重网络失信
行为的企业、个人被监管部门计入黑名单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网络信用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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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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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5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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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6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网络信用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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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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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7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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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县（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
公室（县（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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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8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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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县（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
公室（县（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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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编办

6.1机关、群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机关、群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主体识别信息（基础登记类-主体识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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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机关、群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县（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机关、群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关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负责人姓名 fzrxm C（字符型） 100 √

4 负责人证件类型 fz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负责人证件号码 fzrzjhm C（字符型） 30 √

6 机构地址 jg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7 邮政编码 yzbm C（字符型） 6 √

8 机构职能 jgzn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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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成立日期 cl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11 变更日期 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2事业单位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事业单位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主体识别信息（基础登记类-主体识别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事业单位基本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市委编办、县（区）委编办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设立登记）

市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设立登记）

县（区）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设立登记）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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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事业单位名称 sydw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单位性质及类别 dwxz C（字符型） 1 √ 0=公益一类；1=公益二类；2=公益三类；9=其他

7 行业代码 hydm C（字符型） 4 √
GB/T 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行业代码

8 机构职能/业务范围 ywfw C（字符型） 2000 √ 宗旨和业务范围

9 机构地址 jg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10 邮政编码 yzbm C（字符型） 6 √

11 经费来源 jfly C（字符型） 1 √
0=财政拨款；1=财政补贴；2=经费自理；9=其他

12 开办资金 kbzj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14 成立日期 cl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有效起始日期 yxq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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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有效截止日期 yx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变更日期 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举办单位 jbdw C（字符型） 200 √ 举办单位的全称

1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3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基础登记类-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主要高层管理人员的基本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县（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机关、群团高层管理人员信息；2.事业单位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市级：1.机关、群团高层管理人员信息；2.事业单位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县（区）级：1.机关、群团高层管理人员信息；2.事业单位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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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高管类型 gglx C(字符型) 1 √
0=董（理）事；1=监事；2=经理；3=机关、群团负责人；4=
事业单位负责人；9=其他

4 高管姓名 ggxm C(字符型) 100 √

5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7 高管国别 gggb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4变更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变更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机关、群团及事业单位变更登记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县（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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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1.机关、群团变更登记信息；2.事业单位变更登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机构类型 jg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0091-2006

4 变更事项 bgsx C(字符型) 1 √
0=名称；1=住所；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3=注册资本；4=
经营范围；5=组织形式；6=股东信息；7=合并分立；8=经营
期限；9=其他(高管人员)

5 变更前内容 bgqnr C(字符型) 2000 √

6 变更后内容 bghnr C(字符型) 2000 √

7 变更日期 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变更登记机关 bg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9
变更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g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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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5注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注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机关、群团及事业单位注销登记基本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县（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1.机关、群团登记管理（注销登记）；2.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注销登记）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注销事项 zxsx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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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销种类 zxzl C(字符型) 1 √ 0=注销；1=撤销；2=吊销；9=其他

5 注销原因 zxyy C(字符型) 200 √

包括：1.股东或股东会作出公司解散决议；2.公司依法宣告破
产；3.公司章程规定营业期限届满且不续；4.公司章程或法律
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5.公司因合并、分立解散；6.公司被依
法强制解散；7.公司吊销或撤销后转注销等

6 注销日期 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注销登记机关 zx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8
注销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zx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6年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年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事业单位年度报告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县（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事业单位年度报告信息

市级：事业单位年度报告信息

县（区）级：事业单位年度报告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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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年报年度 nbnd C（字符型） 4 √

4 经营状态 jy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吊销；2=注销；3=迁出；9=其他

5 从业人数 cyrs C（字符型） 10 √ 阿拉伯数字

6 联系电话 lxdh C（字符型） 13 √

7 通信地址 tx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8 邮政编码 yzbm C（字符型） 6 √

9 电子邮箱 dzyx C（字符型） 100 √

10 年报时间 nb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12 资产总额 zc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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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负债总额 fz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销售（营业）总额或营业总
收入

xs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5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
务收入

zyywsr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利润总额 lr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7 净利润 jlr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8 纳税总额 ns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syzqyhj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20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
公司股权

sftz C（字符型） 1 √ 0=否；1=是

21 对外投资企业名称 dwtzqymc C（字符型） 200

2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23 投入资金 trzj N（数值型） (24,6) 单位：万元

24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25 是否有网店 sfywd C（字符型） 1 √ 0=否；1=是

26 网站/网店类型 wzlx C（字符型） 20

27 网站/网店名称 wzmc C（字符型） 200

28 网址 wz C（字符型） 100

2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3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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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7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县（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事业单位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市级：事业单位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县（区）级：事业单位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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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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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8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事业单位违反《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行为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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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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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9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事业单位监督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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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10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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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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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县（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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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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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县（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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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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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明办

7.1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明办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陕西好人信息；2.文明单位信息；3.陕西省道德模范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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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7.2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社会公益活动信息（公共信用类-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公益活动志愿者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明办、市文明办、县（区）文明办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志愿者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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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参与者 cyz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活动名称 hdmc C（字符型） 200 √

5 活动类型 hdlx C（字符型） 50 √
包括：社会援助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紧急援助活动、公益
活动等

6 活动日期 h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经办机关名称 jbjgmc C（字符型） 200 √

8 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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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明办、市文明办、县（区）文明办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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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4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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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明办、市文明办、县（区）文明办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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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司法机关

8人民法院

8.1司法判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司法判决信息

第 99 页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司法信息（公共信用类-司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司法判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高级人民法院、市级人民法院、县（区）级人民法院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司法判决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当事人 ds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案号 ah C（字符型）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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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立案时间 la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当事人诉讼地位 dsrssdw C（字符型） 100 √

10 案由 ay C（字符型） 2000 √

11 判决结果 pjjg C（字符型） 2000 √

12 判决法院 pjfy C（字符型） 200 √

13 判决法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pjfy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判决日期 p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8.2案件执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案件执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司法信息（公共信用类-司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案件强制执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高级人民法院、市级人民法院、县（区）级人民法院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被执行人的案件强制执行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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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执行人 bzx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案号 ah C（字符型） 24 √

8 立案时间 lasj D（日期型） √

9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查询、冻结、划拨被申请执行人的存款； 1=扣留、提取被
申请执行人的收入查封、扣押、拍卖、变卖被申请执行人的财
产；2=搜查被申请执行人隐匿的财产；3=强制被申请执行人交
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4=强制被申请执行人迁出房屋或者退出
土地；5=强制执行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6=强制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支付迟延履行金；7=强制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
续；9=其他

10 强制执行标的 qzzxbd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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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强制执行法院 qzzxfy C（字符型） 200 √

13 执行法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xfytyshxydm C（字符型） 18 √ 为判决法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7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8.3破产清算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破产清算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司法信息（公共信用类-司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破产清算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高级人民法院、市级人民法院、县（区）级人民法院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破产清算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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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破产人 pc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宣告破产日期 xgp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账面资产价值 zmzcjz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9 可供分配财产额 kgfpcc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涉及破产企业人数 sjpcqyrs C（字符型） 100 √

11 有担保的财产价值 ydbdccjz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2 欠银行债务 qyhzw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清偿总额 qc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欠职工债务 qzgzw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5 破产资产价值 pczcjz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破产债务总额 pczw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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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日期 cdzjpcc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判决法院名称 pjfymc C（字符型） 200 √

19 破产公告日期 pcg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8.4虚假诉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虚假诉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司法信息（公共信用类-司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虚假诉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高级人民法院、市级人民法院、县（区）级人民法院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虚假诉讼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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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虚假诉讼行为人 xjssxw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责任人姓名 zrrxm C（字符型） 100 √ 虚假诉讼行为人为机构时填写， 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对应

5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虚假诉讼行为人为机构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
码》

6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虚假诉讼行为人为机构时填写

7 案号 ah C（字符型） 24 √

8 案情 aq C（字符型） 2000 √

9 立案时间 la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处理结果 cljg C(字符型) 1000 √

11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12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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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9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

18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19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8.5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高级人民法院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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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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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高级人民法院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全省模范法院、模范法官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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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8.7刑事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刑事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的刑事处罚记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高级人民法院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刑事处罚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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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判处法院 pcfy C（字符型） 200 √

5 判决结果 pjjg C（字符型） 2000 √

6 服刑类型 fxlx C（字符型） 200 √

7 刑期起止时间 xqqzsj C（字符型） 26 √

8 量刑类型 lxlx C（字符型） 200 √
包括                                                                 
主刑：1.管制；2.拘役；3.有期徒刑；4.无期徒刑；5.死刑
附加刑：1.罚金；2.剥夺政治权利；3.没收财产

9 案由 ay C（字符型） 2000 √

10 案号 ah C（字符型） 200 √

11 是否剥夺政治权力 sfbdzzql C（字符型） 1 √ 0=否；1=是

12 生效时间 sx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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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8.8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高级人民法院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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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8.9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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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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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8.10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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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高级人民法院、市级人民法院、县（区）级人民法院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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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8.11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高级人民法院、市级人民法院、县（区）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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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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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群团组织

9工会

9.1基层工会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基层工会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主体识别信息（基础登记类-主体识别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基层工会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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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基层工会登记注册信息

共享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负责人姓名 fzrxm C（字符型） 100 √

4 负责人证件类型 fz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负责人证件号码 fzrzjhm C（字符型） 30 √

6 国别 gb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7 注册资金 zczj N（数值型） (24,6) √ 开办资金，单位：万元

8 业务范围 ywfw C（字符型） 2000 √

9 主管单位 zgdw C（字符型） 100 √

10 行业代码 hydm C（字符型）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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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机构地址 jg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12 邮政编码 yzbm C（字符型） 6 √

13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14 审批文件编号 spwjbh C（字符型） 20 √

15 成立日期 cl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有效起始日期 yxq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有效截止日期 yx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变更日期 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9.2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基础登记类-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基层工会主要高层管理人员的基本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总工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基层工会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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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高管类型 gglx C(字符型) 1 √
0=董（理）事；1=监事；2=经理；3=机关、群团负责人；4=
事业单位负责人；9=其他

4 高管姓名 ggxm C(字符型) 100 √

5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7 高管国别 gggb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9.3变更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变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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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基层工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组织形式，股东信息、高管人员等的变更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总工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基层工会变更信息

共享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机构类型 jg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0091-2006

4 变更事项 bgsx C(字符型) 1 √
0=名称；1=住所；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3=注册资本；4=
经营范围；5=组织形式；6=股东信息；7=合并分立；8=经营
期限；9=其他(高管人员)

5 变更前内容 bgqnr C(字符型) 2000 √

6 变更后内容 bghnr C(字符型) 2000 √

7 变更日期 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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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变更登记机关 bg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9
变更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g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9.4注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注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基层工会注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总工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基层工会注销信息

共享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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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注销事项 zxsx C(字符型) 200 √

4 注销种类 zxzl C(字符型) 1 √ 0=注销；1=撤销；2=吊销；9=其他

5 注销原因 zxyy C(字符型) 200 √

包括：1.股东或股东会作出公司解散决议；2.公司依法宣告破
产；3.公司章程规定营业期限届满且不续；4.公司章程或法律
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5.公司因合并、分立解散；6.公司被依
法强制解散；7.公司吊销或撤销后转注销等

6 注销日期 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注销登记机关 zx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8
注销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zx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9.5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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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陕西省劳动模范信息                                                                                                                      
2.陕西省先进工作者信息                                                                                                                           
3.三秦工匠信息                                                                                                                                   
4.全省模范职工之家、小家和优秀工会工作者信息                                                                                                         
5.全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表彰信息                                                                                                         
6.陕西省五一劳动奖和工人先锋号信息                                                                                                                            
7.见义勇为模范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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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9.6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总工会、市总工会、县（区）总工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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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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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9.7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总工会、市总工会、县（区）总工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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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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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0共青团

10.1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社会公益活动信息（公共信用类-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共青团陕西省委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青年志愿者服务信息；2.青年志愿者团队服务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参与者 cyz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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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活动名称 hdmc C（字符型） 200 √

5 活动类型 hdlx C（字符型） 50 √
包括：社会援助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紧急援助活动、公益
活动等

6 活动日期 h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经办机关名称 jbjgmc C（字符型） 200 √

8 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0.2守信激励对象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守信激励对象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守信激励对象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守信激励对象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被确定为守信联合激励对象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共青团陕西省委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优秀青年志愿者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第 132 页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激励对象 jl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激励事由 jlsy C（字符型） 2000 √
非空项，包括认定诚实守信的事实，被列入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名单，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名单、优秀青年志愿者名单等

8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9 列入日期 l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4000 选填项

11 认定部门 rdbm C(字符型) 200 √

12 认定部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bm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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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0=否；1=是

15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0.3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共青团陕西省委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陕西青年五四奖章信息                                                                                                           
2.陕西省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团建先进县）                                                                                          
3.陕西青年创业奖、青年科技创新奖                                                                                                                     
4.陕西省优秀少先队员、优秀辅导员、优秀少先队集体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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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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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4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共青团陕西省委、共青团市委、共青团区委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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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0.5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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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共青团陕西省委、共青团市委、共青团区委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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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1妇联

11.1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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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妇女联合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陕西省三八红旗手标兵表彰信息                                                                                                                
2.三八红旗手表彰信息                                                                                                                              
3.三八红旗集体表彰信息                                                                                                                                   
4.陕西省五好文明家庭                                                                                                                        
5.陕西省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先进集体（个人）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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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2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妇女联合会、市妇女联合会、县（区）妇女联合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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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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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1.3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妇女联合会、市妇女联合会、县（区）妇女联合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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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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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2科协

12.1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资
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协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高校科协青年人才托举计划项目资金资助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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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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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2.2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协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陕西青年科技奖获得者表彰                                                                                                          
2.“陕西青年科技标兵”荣誉称号                                                                                                             
3.陕西最美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4.科学技术奖荣誉表彰                                                                                                                         
5.全省专项工作优秀调研成果和论文评选表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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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3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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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协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参与省科学技术奖评审活动和有关工作的人员在评审活动中弄虚作假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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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2.4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业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其他相关组织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评价评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协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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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行业信用评价名称 hyxypjmc C(字符型) 100 √

5 评价依据 pjyj C(字符型) 2000 √

6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7 评价机构名称 pjjgmc C(字符型) 200 √

8 评价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p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评价日期 p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评价结果有效期始 pj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评价结果有效期止 pj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3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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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2.5重大科研成果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重大科研成果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重大科研成果信息（业务经营类-重大科研成果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取得重大科研成果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协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重大科研成果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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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项目名称 xmmc C(字符型) 200 √

7 项目负责人姓名 xmfzrxm C(字符型) 100 √

8 项目负责人证件类型 xmfzrzjlx C(字符型) 3 √

9 项目负责人证件号码 xmfzrzjhm C(字符型) 30 √

10 项目主要内容 xmzynr C(字符型) 2000 √

11 项目主要成果 xmzycg C(字符型) 2000 √

12 立项日期 l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项目完成日期 xm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认定单位 rddw C(字符型) 200 √

15 认定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8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6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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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协会、市科学技术协会、县（区）科学技术协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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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2.7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协会、市科学技术协会、县（区）科学技术协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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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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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3工商联

13.1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者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
政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商业联合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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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第 158 页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3.2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商业联合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创新中国”省级（副省级）工商联荣誉称号；2.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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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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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商业联合会、市工商业联合会、县（区）工商业联合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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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3.4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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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商业联合会、市工商业联合会、县（区）工商业联合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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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4残联

14.1就业工作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就业工作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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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残疾人的职业及工作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残疾人联合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残疾人求职登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就业状况 jyzk C(字符型) 100 √

5 职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10 √

6 职业名称 zymc C(字符型) 200 √

7 职务 zw C(字符型) 100 √

8 劳动合同类型 ldhtlx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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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合同生效日期 hts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合同期限 htqx C(字符型) 100 √

11 工作单位名称 gzdwmc C(字符型) 200 √

12 工作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gz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首次参加工作日期 sccjg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15 登记日期 d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8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2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残疾人联合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残疾人证办理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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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4.3荣誉表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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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残疾人联合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全市自强模范”荣誉表彰；2.助残先进集体表彰；3.助残先进个人表彰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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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4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残疾人联合会、市残疾人联合会、县（区）残疾人联合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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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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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4.5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残疾人联合会、市残疾人联合会、县（区）残疾人联合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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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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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5红十字会

15.1慈善捐赠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慈善捐赠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社会公益活动信息（公共信用类-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慈善捐赠（货物、货币）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红十字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慈善捐赠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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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捐赠人名称 jz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捐赠项目名称 jzxmmc C（字符型） 100 √

8 捐赠类别 jzlb C（字符型） 50 √ 包括：货物、货币等

9 捐赠金额 j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捐赠数量 jzsl N（数值型） (24,6) √ 单位：吨、件、套

11 受捐赠方名称 sjzfmc C（字符型） 200 √

12 捐赠日期 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捐赠登记单位 jzdjdw C（字符型） 200 √

14
捐赠登记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zdj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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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5.2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社会公益活动信息（公共信用类-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志愿者服务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红十字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志愿者服务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参与者 cyz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活动名称 hdmc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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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动类型 hdlx C（字符型） 50 √
包括：社会援助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紧急援助活动、公益
活动等

6 活动日期 h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经办机关名称 jbjgmc C（字符型） 200 √

8 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5.3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红十字会、市红十字会、县（区）红十字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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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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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5.4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红十字会、市红十字会、县（区）红十字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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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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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6宋庆龄基金会

16.1慈善捐赠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慈善捐赠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社会公益活动信息（公共信用类-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慈善捐赠（货物、货币）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宋庆龄基金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慈善捐赠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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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捐赠人名称 jz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捐赠项目名称 jzxmmc C（字符型） 100 √

8 捐赠类别 jzlb C（字符型） 50 √ 包括：货物、货币等

9 捐赠金额 j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捐赠数量 jzsl N（数值型） (24,6) √ 单位：吨、件、套

11 受捐赠方名称 sjzfmc C（字符型） 200 √

12 捐赠日期 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捐赠登记单位 jzdjdw C（字符型） 200 √

14
捐赠登记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zdj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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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社会公益活动信息（公共信用类-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志愿者服务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宋庆龄基金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志愿者服务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参与者 cyz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活动名称 hdmc C（字符型） 200 √

5 活动类型 hdlx C（字符型） 50 √
包括：社会援助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紧急援助活动、公益
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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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活动日期 h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经办机关名称 jbjgmc C（字符型） 200 √

8 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6.3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宋庆龄基金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 183 页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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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6.4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宋庆龄基金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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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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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社会组织

17慈善协会

17.1慈善捐赠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慈善捐赠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社会公益活动信息（公共信用类-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慈善捐赠（货物、货币）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慈善协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慈善捐赠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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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捐赠人名称 jz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捐赠项目名称 jzxmmc C（字符型） 100 √

8 捐赠类别 jzlb C（字符型） 50 √ 包括：货物、货币等

9 捐赠金额 j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捐赠数量 jzsl N（数值型） (24,6) √ 单位：吨、件、套

11 受捐赠方名称 sjzfmc C（字符型） 200 √

12 捐赠日期 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捐赠登记单位 jzdjdw C（字符型） 200 √

14
捐赠登记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zdj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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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社会公益活动信息（公共信用类-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慈善协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公益慈善活动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参与者 cyz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活动名称 hdmc C（字符型） 200 √

5 活动类型 hdlx C（字符型） 50 √
包括：社会援助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紧急援助活动、公益
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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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活动日期 h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经办机关名称 jbjgmc C（字符型） 200 √

8 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7.3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慈善协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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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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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7.4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慈善协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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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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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8消保委

18.1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弄虚作假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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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8.2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业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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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其他相关组织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评价评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诚信单位”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行业信用评价名称 hyxypjmc C(字符型) 100 √

5 评价依据 pjyj C(字符型) 2000 √

6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7 评价机构名称 pjjgmc C(字符型) 200 √

8 评价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p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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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评价日期 p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评价结果有效期始 pj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评价结果有效期止 pj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3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7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8.3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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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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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8.4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 199 页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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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8.5失信违约举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违约举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投诉信息（其他类-投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信用主体投诉和被投诉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消费者投诉举报；2.经济违法违规行为举报；3.工商执法人员违法违纪举报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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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投（申）诉日期 t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投（申）诉事由 tssy C(字符型) 2000 √

8 投（申）诉处理机构 tscljg C(字符型) 100 √

9 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投（申）诉处理结果 tscljg C(字符型) 100 √

11 投（申）诉处理日期 tscl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5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9仲裁委

19.1司法仲裁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司法仲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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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司法信息（公共信用类-司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需依申请仲裁裁决事项，经仲裁机构依法依规裁决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仲裁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司法仲裁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当事人 ds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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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受理时间 sl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仲裁事由 zcsy C（字符型） 2000 √

10 裁决结果 cjjg C（字符型） 2000 √

11 仲裁机构 zcjg C（字符型） 200 √

12 仲裁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仲裁日期 z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7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9.2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仲裁委员会、市仲裁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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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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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19.3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仲裁委员会、市仲裁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第 206 页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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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行政机关

20发展改革部门

20.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发改委、县（区）发改委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3.国家重点建设水电站项目和国家核准（审批）水电站项目竣工验收                                                                                                               
4.临时价格干预范围事项提价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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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在电力设施周围或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作业的审批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3.粮食收购资格认定                                                                                                                             
4.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5.煤矿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6.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                                                                                         
7.项目备案或核准                                                                                                                      
8.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                                                                                                                             
9.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县（区）级：1.粮食收购资格认定                                                                                                                      
2.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                                                                                            
3.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内特定施工作业许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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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0.2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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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节约能源法》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的处罚                                                                   
2.对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节约能源法》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
备案的处罚                                                                                                                     
3.对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处罚                                                                 
4.对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的处罚（代政府权限）                                                                                         
5.对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的处罚                                                                                                 
6.对节能管理制度不健全、节能措施不落实、能源利用效率低的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
要求的处罚                                                                                                                        
7.对省重点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违法行为的处罚                                                                                                  
8.对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的处罚                                                                                           
9.对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处罚                                                                               
10.被监察单位拒绝依法实施节能监察的处罚                                                                                                      
11.对未按规定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或节能审查未获通过，擅自开工建设或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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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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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0.3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给付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赋予法人和其他组织和自然人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与物质有关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价调基金管理使用                                                                                                                   
2.光伏发电规模年度计划下达                                                                                                               
3.发放临时价格补贴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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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给付类型 jflx C(字符型) 1 √
0=抚恤金；1=特定人员离退休金；2=社会救济、福利金；3=
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4=特定对象补贴；9=其他（可多
选）

4 给付内容 jfnr C(字符型) 2000 √

5 给付日期 j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给付决定机关 jfjg C(字符型) 200 √

7 给付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0.4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2.对以工代赈项目的检查                                                                                                                    
3.对重点用能单位的监督检查                                                                                                                     
4.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项目检查                                                                                                                      
5.对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资金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6.对省重点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检查                                                                                                                                     
7.对节能法律、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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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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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0.5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发改委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价格认定；2.成本监审；3.按权限制定和调整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收费）

市级：1.涉案财物价格认定                                                                                                                                
2.市级储备粮承储资格认定                                                                                                                  
3.西安市粮食应急加工供应企业的确定                                                                                                                
4.粮食应急加工、供应、运输企业的确定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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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0.6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在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2.对在循环经济管理、科学技术研究、产品开发、示范和推广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奖励                                                   
3.节能先进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奖励                                                                                                            
4.对价格监测工作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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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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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0.7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发改委、区发改委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建议书审批                                                                                                          
2.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3.汽车行业项目备案                                                                                                                         
4.省内创业投资企业备案（不含西安市）                                                                                                         
5.境外投资项目备案（3亿美元以下）                                                                                                            
6.外商投资项目备案（5亿美元以上）                                                                                                                 
7.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投资概算审批                                                                                                           
8.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跨市项目及国家另有规定的情形）                                                                                                        
9.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市级：1.创业投资企业备案                                                                                                                
2.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制定                                                                                                                      
3.企业投资项目备案（10亿元以上）                                                                                                            
4.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投资概算审批                                                                                                   
5.外商投资项目备案(2-5亿美元)                                                                                                               
6.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项目的资金申请报告审批                                                                                                            
7.中省发展改革委权限内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5亿美元以上）                                                                                                
8.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建议书审批                                                                                                                         
9.光伏电站项目备案                                                                                                                       
10.价格认定复核事项                                                                                                                      
11.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12.外商投资项目备案（5亿美元以下）                                                                                                        
13.以工代赈项目验收（500万以上）                                                                                                          
14.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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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1.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建议书审批                                                                                                   
2.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投资概算审批                                                                                                    
3.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4.企业投资项目备案（10亿元以下）及房地产项目备案                                                                                             
5.工程建设项目邀请招标审批                                                                                                                                                
6.以工代赈项目验收（500万以下）                                                                                                                            
7.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8.书面评标报告备案                                                                                                                      
9.屋顶（不含农业大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第 220 页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0.8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市级：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县（区）级：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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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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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0.9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发改委、区发改委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价格失信者黑名单信息；2.公共资源配置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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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0.10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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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全省节能减排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信息；2.全省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表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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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11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招标、投标提供虚假材料违法或失信信息；2.资质申报违法或失信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第 226 页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0.12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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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共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公共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企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5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6 认定机构名称 rdjgmc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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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认定结果有效期始 rd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结果有效期止 rd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2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0.13项目招投标中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项目招投标中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信息（业务经营类-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的项目招投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项目招投标中标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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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招标人名称 zb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招标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br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招标人联系人 zbrlxr C（字符型） 100 √

7 招标人联系人电话 zbrlxrdh C（字符型） 15 √

8 招标代理名称 zbdlmc C（字符型） 200 √

9 招标代理联系人 zbdllxr C（字符型） 100 √

10 招标代理联系人联系电话 zbdllxrlxdh C（字符型） 15 √

11 项目名称 xmmc C（字符型） 200 √

12 标段编号 bdbh C（字符型） 100 √

13 开标日期 kb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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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开标地点 kbdd C（字符型） 100 √

15 中标人名称 zbrmc C（字符型） 200 √

16 中标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br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中标人项目负责人姓名 zbrxmfzrxm C（字符型） 100 √

18
中标人项目负责人注册证书
编号

zbrxmfzrzczsbh C（字符型） 18 √

19 中标金额 zb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20 中标日期 zb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14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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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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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15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移出价格失信者黑名单；2.移出公共资源配置黑名单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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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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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16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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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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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0.17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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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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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1教育部门

21.1事业单位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事业单位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主体识别信息（基础登记类-主体识别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学校主体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幼儿园基本情况信息                                                                                                                           
2.小学学校基本情况信息                                                                                                                         
3.初中学校基本情况信息                                                                                                                         
4.高中学校基本情况信息                                                                                                                          
5.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基本情况信息                                                                                                                             
6.普通高等学校基本情况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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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业单位名称 sydw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单位性质及类别 dwxz C（字符型） 1 √ 0=公益一类；1=公益二类；2=公益三类；9=其他

7 行业代码 hydm C（字符型） 4 √
GB/T 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行业代码

8 机构职能/业务范围 ywfw C（字符型） 2000 √ 宗旨和业务范围

9 机构地址 jg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10 邮政编码 yzbm C（字符型） 6 √

11 经费来源 jfly C（字符型） 1 √
0=财政拨款；1=财政补贴；2=经费自理；9=其他

12 开办资金 kbzj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14 成立日期 cl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有效起始日期 yxq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有效截止日期 yx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变更日期 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举办单位 jbdw C（字符型） 200 √ 举办单位的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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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2学历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学历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教育信息（基础登记类-教育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的学历教育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最高学历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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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学历 xl C(字符型) 18 √
采用 GB/T 4658-2006，最高学历程度包括研究生、大学本科
、大学专科和专科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或中等技术学校、技术
学校、高中、初中、小学、文盲或半文盲、未知

5 学历证书编号 xlzsbh C(字符型) 18 √

6 学历毕业学校 xlbyxx C(字符型) 200 √

7 学历毕业日期 xlb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学历专业 xlzy C(字符型) 100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3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教师资格证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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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5 职业从业资格名称 zycyzgmc C(字符型) 50 √

6 职业从业资格等级 zycyzgdj C(字符型) 10 √

7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4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从业资格有效期至 c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核发机构 hfjg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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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4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县（区）教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教师资格认定                                                                                                                                     
2.地方性中小学教学地图审定                                                                                                                  
3.对民办学校以捐赠者姓名或者名称作为校名的批准                                                                                              
4.实施高等专科教育、中等学历教育、非学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文化补习、学前教育等的中外（含内地与港澳台）合
作办学机构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                                                                                                                                        
5.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审核                                                                                                                      
6.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审定                                                                                                                     
7.地方政府主管的高等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章程核准                                                                                                      
8.高等学校修业年限调整审批                                                                                                                              
9.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                                                                                       
10.实施高等专科教育、非学历高等教育和高级中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文化补习、学前教育的中外（含内地与港澳台）合作
办学项目审批                                                                                                               
11.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审批

市级：1.实施高等专科教育、非学历高等教育和高级中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文化补习、学前教育的中外（含内地与港澳
台）合作办学项目审批                                                                                                               
2.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                                                                 
3.实施高等专科教育、中等学历教育、非学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文化补习、学前教育等的中外（含内地与港澳台）合
作办学机构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                                                                                                                              
4.教师资格认定

县（区）级：1.校车使用许可                                                                                                                  
2.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审批                                                                                                                             
3.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审批                                                                                              
4.实施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的学校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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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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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1.5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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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民办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擅自分立学校等违规行为的处罚                                                                                               
2.对民办学校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的处罚                                                                                    
3.对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处罚                                                                                         
4.对擅自进行教材试验，或未经审定通过，擅自扩大教材试验范围的处罚                                                                                             
5.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教科书审查人员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教科书编写的处罚                                                                                          
6.对损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处罚                                                                                                                              
7.对教育教学工作中违规违纪教师的处罚                                                                                                                
8.对教师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因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而丧失教师资格的处罚                                                                                    
9.对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处罚                                                                                                 
10.对西安市和杨凌示范区外擅自设立或违法设立高级中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文化补习、学前教育的中外（含内地与港澳
台）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处罚                                                                                                                                                   
11.对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撤销教师资格的处罚                                                                                 
12.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管理混乱、教育教学质量低下，造成恶劣影响的处罚                                                                                         
13.对教育乱收费行为的处罚                                                                                                                             
14.对违反幼儿园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15.按照审批权限，对民办学校违反《民办教育促进法》有关内容的处罚                                                                                        
16.民办高校发布未经备案的招生简章和广告的处罚                                                                                                           
17.对违反规定招收学生的或在招收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的处罚                                                                                              
18.民办高校办学条件不达标的处罚                                                                                                                       
19.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违法颁发学位证书、学历证书、资格证书或其他学业证书的处罚                                                                        
20.对民办学校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处罚                                                                                               
21.中外合作办学者虚假出资或者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成立后抽逃出资的处罚                                                                                       
22.对学校环境卫生质量和相关设施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处罚                                                                                                 
23.民办高校资产不按期过户的处罚                                                                                                                                                                                      
24.对委托下放前批准的中外（含内地与港澳台）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以及西安市和杨凌示范区外设立的高级中等教育、自学
考试助学、文化补习、学前教育的中外（含内地与港澳台）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广告，骗取钱财，擅自增
加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未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财务管理,办学结余进行分配的处罚                                                                                                                         
25.达不到办学要求的职业学校处罚                                                                                                                                        
26.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混乱，教育教学质量低下                                                                                                                                                                               
27.对民办学校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的处罚                                                                                                
28.按照审批权限，民办学校不确定各类人员的工资福利开支占经常办学费用的比例或者不按照确定的比例执行，或者将积累用
于分配或者校外投资的处罚                                                                                                                                
29.对民办学校违法处罚                                                                                                                                                     
30.对教育教学工作中违规违纪教师的处罚......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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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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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1.6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国家教育考试存在违规行为已经被录取或取得学籍的学员责令学校退回招收的强制                                                        
2.对侵占、破坏学校体育场地、器材、设备等违法行为的恢复原状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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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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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给付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在公民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依法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与物质有关权益的
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市教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学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特困供养人员，给予教育救助；2.学生资助

市级：1.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费发放                                                                                           
2.国家（含各级地方政府）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奖学、助学）管理和资助资金发放工作                                                                                         
3.国家（含各级地方政府）普通高中学生资助管理和资助资金发放工作                                                                                           
4.学前一年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生活补助发放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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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给付类型 jflx C(字符型) 1 √
0=抚恤金；1=特定人员离退休金；2=社会救济、福利金；3=
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4=特定对象补贴；9=其他（可多
选）

4 给付内容 jfnr C(字符型) 2000 √

5 给付日期 j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给付决定机关 jfjg C(字符型) 200 √

7 给付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1.8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学校体育、艺术、国防教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2.对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检查                                                                                                                                   
3.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落实情况及资助资金发放、管理的监督检查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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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1.9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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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县（区）教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义务教育阶段毕业证书的核准、验印                                                                                                                       
2.陕西高校新型智库认定                                                                                                                                
3.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评估的确认                                                                                                              
4.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审批                                                                                                                     
5.对自考合格课程跨省转移的确认                                                                                                                 
6.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省级以上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验印                                                                                  
7.省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认定审批                                                                                                                    
8.民族幼儿园或民族中小学认定                                                                                                                      
9.陕西省示范特教学校的认定                                                                                                                                     
10.授予陕西省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区）确认                                                                                                                                                                                  
11.省级示范幼儿园评定                                                                                                                                                                       
12.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核发                                                                                                                                
13.为省级政府及教育督导部门聘用兼职督学确认                                                                                                                                            
14.幼儿园、小学、中学学校教师及区域内任教的各级各类学校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教师资格认定                                                                
15.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认证                                                                                                                    
16.高校学生跨省转学确认                                                                                                                                  
17.陕西省普通高中标准化学校、示范学校的认定                                                                                                               
18.对自考考生免考课程的确认                                                                                                                          
19.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审批

市级：1.普通高中毕业证书的核准、验印                                                                                                                                                                                                                       
2.聘用责任督学和兼职督学确认                                                                                                                    
3.民办学校重大事项变更的备案（普通中学、职业中学）                                                                                                                        
4.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评估的确认                                                                                                            
5.幼儿园的分类评定                                                                                                                               
6.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验印

县（区）级：1.中小学生学籍管理；2.军人、人民警察和警务辅助人员子女参加中考优待确认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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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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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德智体美等诸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的奖励                                                                                                                                                                    
2.对发展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奖励                                                                                                                                      
3.对各类优秀学生的奖励                                                                                                                                              
4.平安校园的评选                                                                                                                                                          
5.陕西省特级教师评选                                                                                                                         
6.对优秀幼儿园及工作者的奖励                                                                                                                                                                 
7.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单位、集体、个人的奖励                                                                                                          
8.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德育先进工作者评选                                                                                                  
9.教学成果奖                                                                                                                                 
10.对优秀督学给予表彰、奖励                                                                                                                          
11.对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的奖励                                                                                        
12.对班主任及其他德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等表彰                                                                                             
13.对全省资助工作优秀等次的高等学校和先进个人的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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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1.11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裁决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
行政行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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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市教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做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裁决

市级：对教师申诉的处理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裁决种类 cjzl C(字符型) 1 √
0=侵权纠纷；1=补偿纠纷；2=损害赔偿纠纷；3=权属纠纷；
4=国有资产产权；5=专利强制许可；6=经济补偿；7=民间纠
纷；9=其他

4 裁决内容 cjnr C(字符型) 2000 √

5 裁决事由 cjsy C(字符型) 2000 √

6 法律依据 flyj C(字符型) 2000 √

7 裁决机关 cjjg C(字符型) 200 √

8 裁决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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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裁决日期 c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1.12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市教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高等专科教育、中等学历教育、非学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文化补习、学前教育等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
招生简介、广告、开设课程、引进教材、学籍管理制度、财务会计报告备案（含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                                                                      
2.普通话测试站审批备案                                                                                                                        
3.对教师申诉的处理

市级：1.民办学校年检（普通中学、职业中学）                                                                                                       
2.对未成年人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的批准                                                                                                     
3.民办学校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的备案                                                                                                        
4.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的备案                                                                                                                                                                                                                                                                      
5.换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普通中学、职业中学）

县（区）级：1.民办学校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的备案                                                                                              
2.对未成年人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的批准                                                                                                
3.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的备案                                                                                                                  
4.民办学校修改章程备案                                                                                                                                
5.对县级少体校的设立、变更、终止的初审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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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1.13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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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市教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特殊教育发展资金；2.陕西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信息

市级：国家（含各级地方政府）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奖学、助学）管理和资助资金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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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1.14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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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信息；2.虚假大学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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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1.15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创建陕西省教育强县表彰信息                                                                                                            
2.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双高普九”达标评比表彰信息                                                                                                   
3.陕西省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表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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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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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16考试违纪违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考试违纪违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参加教育类考试考生违纪违规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教育类考试考生违纪违规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月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准考证号 zkzh C(字符型)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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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区（点） kq(d) C(字符型) 1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6 年份 nf C(字符型) 10 √

7 档案号 dah C(字符型) 20 √

8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9 考试专业 kszy C(字符型) 100 √

10 违纪科目 wjkm C(字符型) 50 √

11 违纪行为 wjxw C(字符型) 200 √
包括: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考试违纪违规行为等

12 违纪处理意见 wjclyj C(字符型) 10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1.17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论文抄袭、学术作假信息；2.考试作弊信息；3.学术不端信息；4.虚假宣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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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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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1.18农村定向免费医学生违约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农村定向免费医学生违约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政策性合同履约信息（业务经营类-政策性合同履约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在政策性活动中的合同履约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农村定向免费医学生违约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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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生源所在地 syszd C(字符型) 100 √

5 培养类型 pylx C(字符型) 1 √ 类型：0=3年制专科；1=5年制本科

6 毕业院校 byyx C(字符型) 200 √

7 专业 zy C(字符型) 100 √

8 毕业时间 by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违约事项 wysx C(字符型) 200 √

10 定向机构 dxjg C(字符型) 200 √

11 定向机构代码 dxjgdm C(字符型) 18 √

12 定向就业协议 dxjyxy C(字符型) 100 √

13 签约日期 q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服务期始 fw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服务期至 fw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违约阶段 wyjd C(字符型) 1 √
0=学校培养阶段；1=规范化培训阶段；2=定向服务阶段；9=
其他

17 违约事由 wysy C(字符型) 2000 √

18 违约日期 w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第 270 页



19 违约金额 wyj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1.19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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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20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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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移出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信息；2.移出虚假大学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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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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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县（区）教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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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1.22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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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县（区）教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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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2科技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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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厅（省外国专家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许可；2.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A类（外国高端人才）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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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2.2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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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厅（省外国专家局）、市科技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2.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3.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4.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市级：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市级）；2.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3.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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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2.3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后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厅（省外国专家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在科普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的奖励；2.组织推荐评审省科学技术奖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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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2.4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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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厅、市科技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认定；2.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审批；3.省大学科技园认定；4.省重点实验室认定；5.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组建、评估

市级：1.市科技计划项目立项；2.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第 284 页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2.5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厅、市科技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科技成果资金资助

市级：科技成果资金资助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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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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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2.6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科研领域失信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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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2.7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第 288 页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厅、市科技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科学技术进步奖表彰信息                                                                                                                      
2.首次入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表彰信息                                                                                                                
3.获国家级、省级、市级创新创业大赛的企业表彰信息                                                                                                           
4.三秦友谊奖表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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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2.8重大科研成果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重大科研成果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重大科研成果信息（业务经营类-重大科研成果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取得重大科研成果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重大科研成果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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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项目名称 xmmc C(字符型) 200 √

7 项目负责人姓名 xmfzrxm C(字符型) 100 √

8 项目负责人证件类型 xmfzrzjlx C(字符型) 3 √

9 项目负责人证件号码 xmfzrzjhm C(字符型) 30 √

10 项目主要内容 xmzynr C(字符型) 2000 √

11 项目主要成果 xmzycg C(字符型) 2000 √

12 立项日期 l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项目完成日期 xm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认定单位 rddw C(字符型) 200 √

15 认定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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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8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2.9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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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2.10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科研领域失信黑名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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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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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2.11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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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厅、市科技局、县（区）科技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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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2.12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科学技术厅、市科技局、县（区）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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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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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3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23.1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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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5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职业技能名称 zyjnmc C(字符型) 50 √

7 职业技能等级 zyjndj C(字符型) 10 √

8 职业技能证书号 zyjnzsh C(字符型) 24 √

9 职业技能取得日期 zyjnq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职业技能审批单位 zyjnsp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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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2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2.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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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5 职业从业资格名称 zycyzgmc C(字符型) 50 √

6 职业从业资格等级 zycyzgdj C(字符型) 10 √

7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4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从业资格有效期至 c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核发机构 hfjg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3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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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无线电台识别码核发                                                                                                                              
2.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初审                                                                                                   
3.新建、扩建或者改建用于生产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设施建设初审                                                        
4.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                                                                                          
5.铁矿矿山、有色矿山、稀土深加工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6.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许可                                                                                                                                    
7.变质或者过期失效的监控化学品处理方案批准                                                                                                                     
8.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9.无线电台（站）的设置、使用审批                                                                                                                                     
10.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审批                                                                                                                            
11.铬化合物生产建设项目审批                                                                                                                                        
12.产生无线电波辐射的工程设施的选址定点                                                                                                                                 
13.设置、使用卫星地球站审批                                                                                                                                 
14.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审批                                                                                                                                    
15.改变第二类监控化学品使用目的许可                                                                                                                               
16.煤矿特种作业人员（含煤矿矿井使用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认定                                                                                                  
17.无线电设备进关核准                                                                                                                               
18.无线电频率指配审批                                                                                                                                          
19.第二类监控化学品使用许可                                                                                                                                                        
20.研制、生产、销售和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进行实效发射试验许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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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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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3.4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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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工业和信息化招标项目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行为的处罚                                                                                    
2.对违反电台执照许可事项范围，设置使用无线电台、故意收发传播无意接收的信息、擅自编制使用无线电台识别码等行为的
处罚                                                                                                                                     
3.对工业和信息化项目投标人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行为的处罚                                                                                                     
4.对非法干扰无线电业务的行为的处罚                                                                                                                                    
5.对工业企业用能不符合强制性能效标准，能源统计和能源计量不符合国家相关要求，能源数据弄虚作假的处罚                                                                                       
6.对未按规定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行为的处罚                                                                                                                       
7.对工业和信息化项目招标代理机构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行为的处罚                                                                                                                     
8.对工业和信息化项目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处罚                                                      
9.对工业和信息化招标项目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标人行为的处罚                                                                      
10.对未按规定取得型号核准，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行为的处罚                                                                                                  
11.对未向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销售备案行为的处罚                                                                                                          
12.对石油行业建设工程违反建设工程质量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                                                                                                    
13.对工业和信息化项目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行为的处罚                                                            
14.对工业和信息化项目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或者可能影响
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的，或者泄露标底的处罚                                                                                                                                
15.对工业和信息化招标项目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行为的处罚                                                                        
16.对隐瞒、拒报有关监控化学品的资料、数据，或妨碍、阻挠化学工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检查监督职责的处罚                                                 
17.对工业和信息化项目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行为的处罚                                                         
18.对违法使用监控化学品行为的处罚                                                                                                                     
19.对未取得型号核准，生产或者进口在国内销售、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等行为的处罚                                                                                        
20.对未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电波发射和境外组织、个人违法在我国境内进行电波参数测试监测及向境外组织提供涉国家安全电波
参数等行为的处罚                                                                                                           
21.对未经许可使用无线电频率及未经许可设置使用无线电站台行为的处罚                                                                                         
22.对违反监控化学品申报规定行为的处罚                                                                                                                
23.对工业和信息化项目招标中串标行为的处罚                                                                                                           
24.对维修时违规改变无线电发射设备技术指标行为的处罚                                                                                                 
25.对违法生产监控化学品行为的处罚                                                                                                                   
26.对擅自转让无线电频率行为的处罚                                                                                                                 
27.对违法经营监控化学品行为的处罚                                                                                                                 
28.对工业和信息化招标项目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行为的处罚                                                                                        
29.对工业和信息化招标项目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行为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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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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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3.5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依法实施无线电管制；2.关闭、查封、暂扣或者拆除无线电相关设备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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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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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征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凭借国家政权，依法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强制地、无偿地征集金钱或实物的行为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无线电频率占用费征收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征收种类 zszl C(字符型) 1 √
0=税收征收；1=资源费征收；2=建设资金征收；3=排污费征
收；4=滞纳金征收；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征收；9=其他
（可多选）

4 征收内容 zsnr C(字符型) 2000 √

5 征收日期 z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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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征收机关 zsjg C(字符型) 200 √

7 征收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s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3.7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促进局）、区工业和商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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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3.8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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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审查无线电台(站)的建设布局和台址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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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工业与信息化发展财政专项资金资助信息；2.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信息

市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财政专项资金资助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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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3.10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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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炒信黑名单”信息；2.电子商务领域制假售假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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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3.11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弄虚作假失信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工业和信息化项目投标人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行为信息                                                                                         
2.对非法干扰无线电业务的行为信息                                                                                                                                     
3.对工业企业用能不符合强制性能效标准，能源统计和能源计量不符合国家相关要求，能源数据弄虚作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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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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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3.12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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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13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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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移出“炒信黑名单”信息；2.移出电子商务领域制假售假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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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14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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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县（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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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3.15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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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县（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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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4公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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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户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户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身份识别信息（基础登记类-身份识别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居民户籍基本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县（区）公安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户籍信息

共享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曾用名 cym C（字符型） 100 √

3 外文姓 wwx C（字符型） 40 √ 境外人员为非空项

4 外文名 wwm C（字符型） 40 √ 境外人员为非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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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性别 xb C（字符型） 1 √
参照 GB/T2261.1-2003《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第1部分
人的性别代码中规定的性别代码填写，其中：0=未知的性别；
1=男性；2=女性；9=未说明的性别

6 民族 mz C（字符型） 2 √
参照 GB/T 3304-1991《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和
代码》中规定的民族代码填写

7 出生日期 c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国籍（地区） gjdq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9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自然人的证件类型可包
括居民身份证、军人身份有效证件、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以及其他法定认可的证件等

10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11 签发机关 qfjg C（字符型） 200 √ 签发机关中文全称

12 签发日期 q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政治面貌 zzmm C（字符型） 30 √
如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
人士、群众等

14 居住地址 jz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15 户籍地址 hj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16 户号 hh C（字符型） 20 √

17 与户主关系 yhzgx C（字符型） 20 √

18 登记状态 djzt C（字符型） 1 √ 1=生；0=死；9=其他

1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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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4.2身份证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身份证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身份识别信息（基础登记类-身份识别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身份证、护照、军官证、驾驶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县（区）公安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身份证、护照、军官证、驾驶证等证件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外文姓 wwx C（字符型） 40 √ 境外人员为非空项

3 外文名 wwm C（字符型） 40 √ 境外人员为非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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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别 xb C（字符型） 1 √
参照 GB/T 2261.1-2003《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第 1 
部分人的性别代码中规定的性别代码填写，其中：0=未知的性
别；1=男性；2=女性；9=未说明的性别

5 民族 mz C（字符型） 2 √
参照 GB/T 3304-1991《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和
代码》中规定的民族代码填写

6 出生日期 c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居住地址 jz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8 国籍（地区） gjdq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9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1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0=居民身份证；1=军人身
份有效证件；2=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3=台湾居民来往大
陆通行证；4=护照；9=其他

10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11 签发机关 qfjg C(字符型) 200 √ 证件签发机关

12 签发地点 qfdd C(字符型) 15 √

13 有效期限 yxqx D（日期型） √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4.3居住证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居住证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身份识别信息（基础登记类-身份识别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居住证件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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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县（区）公安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自然人临时居住证件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自然人的证件类型可包
括居民身份证、军人身份有效证件、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以及其他法定认可的证件等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居住证号 jzzh C（字符型） 18 √

5 签发机关 qfjg C（字符型） 200 √

6 签发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签发日期 q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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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区域编码 qybm C（字符型） 6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4.4家庭成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家庭成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家庭状况信息（基础登记类-家庭状况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的配偶、父母及子女状况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县（区）公安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家庭成员信息

共享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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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性别 xb C(字符型) 1 √
参照 GB/T2261.1-2003《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第1部分
人的性别代码中规定的性别代码填写， 其中：0=未知的性
别； 1=男性；2=女性；9=未说明的性别

3 国籍（地区） gjdq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4 出生日期 c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7 家庭成员姓名 jtcyxm C(字符型) 100 √

8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9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10 关系 gx C(字符型) 20 √ 包括：主要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主要家庭成员的情况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4.5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从事驾驶职业的从业资质资格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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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驾驶员从业资格信息

市级：驾驶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5 职业从业资格名称 zycyzgmc C(字符型) 50 √

6 职业从业资格等级 zycyzgdj C(字符型) 10 √

7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4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从业资格有效期至 c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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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核发机构 hfjg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4.6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县（区）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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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外国人停留证件签发
2.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审验
3.非机动车登记
4.营业性射击场的设立审批
5.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非药品类）购买许可
6.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和签注签发
7.设立保安培训单位审批
8.特定车辆的禁行道路临时通行许可
9.保安服务公司设立许可
10.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区域审批
11.普通护照签发
12.民用枪支持枪许可
13.机动车登记
14.外国人出入境证签发
15.外国人签证延期、换发、补发审批
16.内地居民前往港澳通行证、往来港澳通行证和签注签发
17.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许可
18.内地居民前往港澳通行证、往来港澳通行证和签注签发
19.港澳台居民定居证明签发
20.举行集会游行示威许可配备公务用枪（弹药）审批
21.外国人居留证件签发
22.民用枪支、弹药配购许可
23.外国人旅行证签发
24.保安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审核
25.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
26.出入境通行证签发
27.公务用枪持枪证核发
28.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签发
29.民用枪支、弹药配售许可
30.爆破作业单位许可
31.弩的制造、销售、进口、运输、使用审批
32.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
33.枪支、弹药运输许可
34.机动车临时通行牌证核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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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非机动车登记
2.户口迁移审批
3.出入境通行证签发
4.爆破作业人员许可
5.外国人停留证件签发
6.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和签注签发
7.港澳台居民定居证明签发
8.校车驾驶资格许可
9.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5000人以上的）
10.机动车临时通行牌证核发
11.外国人签证延期、换发、补发审批
12.枪支、弹药运输许可
13.城市、风景名胜区和重要工程设施附近实施爆破作业审批
14.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审验
15.普通护照签发
16.举行集会游行示威许可
17.保安员证核发
18.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签发
19.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影响交通安全的审批
20.特定车辆的禁行道路临时通行许可民用枪支、弹药配购许可
21.外国人居留证件签发
22.内地居民前往港澳通行证、往来港澳通行证和签注签发
23.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区域审批
24.焰火燃放许可
25.第一类、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
26.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和消防安全审核
27.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28.机动车登记
29.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
30.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核发
31.爆破作业单位许可
32.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及工程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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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1.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
2.户口迁移审批
3.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
4.外国人签证延期、换发、补发审批
5.犬类准养证核发
6.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
7.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8.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和消防安全审核
9.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核发
10.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11.特定车辆的禁行道路临时通行许可
12.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13.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14.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备案证明
15.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备案证明
16.焰火燃放许可
17.外国人居留证件签发
18.收容流浪犬场所审批
19.校车驾驶资格许可
20.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1000人以上5000人以下的）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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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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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4.7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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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于盗窃、损毁公共设施，移动、损毁边境、领土、领海标志设施，非法进行影响国（边）界线走向的活动，非法修
建有碍国（边）境管理设施行为的处罚
2.对盗窃、损毁路面公共设施的处罚
3.对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被吊销的人驾驶的处罚
4.对结伙斗殴的；追逐、拦截他人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处罚
5.对偷开他人机动车，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或者偷开他人航空器、机动船舶的行为的处罚
6.对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谎报案情，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处罚
7.对违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规定，致使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流入非法渠道造成危害的处罚
8.对建设项目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被责令停止建设，拒不执行；违反法律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被责令
停止排污，拒不执行；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
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生产、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农药，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罚
9.对妨害文物管理行为的处罚
10.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国家秘密等治安保卫重点单位违规雇佣不符合规定保安的处罚
11.对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处罚
12.对其他机动车喷涂特种车特定标志图案、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仍继续驾驶、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
仍继续驾驶、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的行为处罚
13.对涉及毒品原植物行为的处罚
14.机动车违反载客规定的处罚
15.对校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处罚
16.对非法驾驶交通工具行为的处罚
17.对未按规定办理机动车转入手续的处罚
18.隐藏、转移、变卖或者损毁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扣押、查封、冻结的财物的；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谎报
案情，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明知是赃物而窝藏、转移或者代为销售的；被依法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在缓刑
、暂予监外执行中的罪犯或者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
为的处罚
19.对于卖淫、嫖娼、拉客招嫖行为的处罚
20.对转弯的机动车对被放行的车辆、行人抢插抢行的处罚......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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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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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4.8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安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强行带离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突发事件中拒不服从驱散的人员
2.对涉嫌吸毒的人员检测和强制检测
3.对机动车有拼装或者达到报废标准嫌疑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依法扣留
4.查封、扣押涉案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5.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的盘问、留置
6.对患有性病的卖淫嫖娼人员的强制治疗
7.查封、扣押、冻结恐怖活动嫌疑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
8.扣押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情况相关证据材料、物品；临时查封易制毒化学品有关场所
9.强制隔离戒毒、责令接受社区戒毒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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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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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安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保安服务公司和保安培训单位基本情况、经营活动情况、保安合同，影像资料、报警记录、保安培训和权益保障、
队伍管理情况的检查
2.对易制毒化学品购销、运输的检查
3.对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检查
4.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检查
5.对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的检查
6.对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的检查
7.对居民身份证的查验
8.对机动车驾驶人违法信息的检查
9.对责令限期整改或者同意延期整改治安隐患单位的复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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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4.10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安厅、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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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仿真枪的认定
2.吸毒成瘾认定
3.行政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
4.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备案
5.国际联网备案
6.淫秽物品鉴定
7.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存放场所技术防范系统验收
8.吸毒检测
9.网约车平台涉及信息网络安全的线上能力认定
10.对管制刀具认定

市级：1.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2.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
3.外国人护照报失证明
4.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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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4.11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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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检举违反枪支管理犯罪活动有功的人员的奖励
2.对在戒毒工作中有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者的奖励
3.对举报涉及易制毒化学品的违法行为属实的奖励
4.对认真落实治安防范措施，严格执行治安保卫工作制度，在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5.对举报毒品、涉及易制毒化学品违法犯罪行为的奖励
6.交通事故侦破协助奖
7.对在保护公共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中有突出贡献的保安从业单位和保安员的奖励
8.对有突出贡献的保安从业单位和保安员的表彰奖励
9.对废旧金属收购者协助公安机关查获违法犯罪分子的奖励
10.对举报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规定行为的人员的奖励
11.对举报交通事故后逃逸违法行为的奖励
12.对在各项公安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集体和个人予以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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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4.12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安厅、市公安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境外非政府组织临时活动备案
2.特种车辆喷涂标志图案、安装警报器、标志灯具审批
3.高速公路中断交通施工作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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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互联单位、接入单位、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办理接入国际联网备案
2.临时占用停车场，改变停车场用途的审批
3.治安保卫重点单位保卫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情况的备案
4.异地驾驶人审验
5.机动车登记信息变更备案
6.城市道路停车泊位停用、调整、启用审核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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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4.13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安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全省公安机关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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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4.14动产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动产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资产信息（业务经营类-资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机动车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机动车登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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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机动车登记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动车所有人 jdcsy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车辆识别代号 clsbdh C(字符型) 30 √

5 机动车号牌号码 jdchphm C(字符型) 20 √

6 中文品牌 zwpp C(字符型) 100 √

7 机动车号牌种类 jdchpzl C(字符型) 2 √
0=大型汽车；1=小型汽车；2=专用汽车；3=特种车；4=有轨
电车；5=无轨电车；9=其他

8 使用性质 syxz C(字符型) 100 √

9 总质量 zzl N(数值型) 8 √ 单位：kg

10 核定载质量 hdzzl N(数值型) 8 √ 单位：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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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整备质量 zbzl N(数值型) 8 √ 单位：kg

12 核定载客 hdzk N(数值型) 3 √

13 排量 pl C(字符型) 3 √ 单位：L

14 住所或详细地址 zs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15 发牌日期 fp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中文全称

17 登记日期 djrq D(日期型) √ 初次登记日期，采用GB/T 7408，YYYYMMDD格式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4.15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安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第 355 页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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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4.16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县（区）公安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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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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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4.17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县（区）公安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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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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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5民政部门

25.1社会组织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社会组织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主体识别信息（基础登记类-主体识别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成立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市民政局、区民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基金会成立登记；2.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3.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市级：1.市级非公募基金会的设立；2.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3.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县（区）级：1.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2.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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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社会组织的法定名称,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
等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国别（地区） gb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7 注册资金 zczj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8 业务范围 ywfw C（字符型） 2000 √

9 活动地域 hddy C（字符型） 20 √

10 主管单位 zgdw C（字符型） 200 √

11 行业代码 hydm C（字符型） 4 √ GB/T 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行业代码

12 机构地址 jg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13 邮政编码 yzbm C（字符型） 6 √

14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15 成立日期 cl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有效起始日期 yxq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有效截止日期 yx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变更日期 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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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5.2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基础登记类-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主要管理人员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基金会高层管理人员信息；2.民办非企业单位高层管理人员信息；3.社会团体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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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管类型 gglx C(字符型) 1 √
0=董（理）事；1=监事；2=经理；3=机关、群团负责人；4=
事业单位负责人；9=其他

4 高管姓名 ggxm C(字符型) 100 √

5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7 高管国别 gggb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5.3变更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变更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变更登记）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市民政局、县（区）民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基金会变更登记；2.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3.社会团体变更登记

市级：1.市级非公募基金会的变更登记；2.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3.社会团体变更登记

县（区）级：1.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2.社会团体变更登记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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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机构类型 jg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0091-2006

4 变更事项 bgsx C(字符型) 1 √
0=名称；1=住所；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3=注册资本；4=
经营范围；5=组织形式；6=股东信息；7=合并分立；8=经营
期限；9=其他(高管人员)

5 变更前内容 bgqnr C(字符型) 2000 √

6 变更后内容 bghnr C(字符型) 2000 √

7 变更日期 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变更登记机关 bg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9
变更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g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5.4注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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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注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注销登记）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市民政局、县（区）民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基金会注销登记；2.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3.社会团体注销登记

市级：1.市级非公募基金会的注销；2.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3.社会团体注销登记

县（区）级：1.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2.社会团体注销登记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注销事项 zxsx C(字符型) 200 √

4 注销种类 zxzl C(字符型) 1 √ 0=注销；1=撤销；2=吊销；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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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销原因 zxyy C(字符型) 200 √

包括：1.股东或股东会作出公司解散决议；2.公司依法宣告破
产；3.公司章程规定营业期限届满且不续；4.公司章程或法律
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5.公司因合并、分立解散；6.公司被依
法强制解散；7.公司吊销或撤销后转注销等

6 注销日期 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注销登记机关 zx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8
注销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zx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5.5年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年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社会组织的年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基金会年报信息；2.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报信息；3.社会团体年报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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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年报年度 nbnd C（字符型） 4 √

4 经营状态 jy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吊销；2=注销；3=迁出；9=其他

5 从业人数 cyrs C（字符型） 10 √ 阿拉伯数字

6 联系电话 lxdh C（字符型） 13 √

7 通信地址 tx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8 邮政编码 yzbm C（字符型） 6 √

9 电子邮箱 dzyx C（字符型） 100 √

10 年报时间 nb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12 资产总额 zc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负债总额 fz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销售（营业）总额或营业总
收入

xs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5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
务收入

zyywsr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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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利润总额 lr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7 净利润 jlr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8 纳税总额 ns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syzqyhj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20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
公司股权

sftz C（字符型） 1 √ 0=否；1=是

21 对外投资企业名称 dwtzqymc C（字符型） 200 √

2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3 投入资金 trzj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24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25 是否有网店 sfywd C（字符型） 1 √ 0=否；1=是

26 网站/网店类型 wzlx C（字符型） 20 √

27 网站/网店名称 wzmc C（字符型） 200 √

28 网址 wz C（字符型） 100 √

2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3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5.6婚姻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婚姻登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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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家庭状况信息（基础登记类-家庭状况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婚姻状况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区民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内地居民婚姻登记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性别 xb C（字符型） 1 √
参照 GB/T2261.1-2003《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第1部分
人的性别代码中规定的性别代码填写，其中：0=未知的性别；
1=男性；2=女性；9=未说明的性别

3 国籍（地区） gjdq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4 出生日期 c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7 婚姻状况 hyzk C(字符型) 1 √ 0=已婚；1=未婚；2=离异；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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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偶姓名 poxm C(字符型) 100 √

9 配偶性别 poxb C(字符型) 1 √
参照 GB/T2261.1-2003《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第1部分
人的性别代码中规定的性别代码填写，其中：0=未知的性别； 
1=男性；2=女性；9=未说明的性别

10 配偶国籍（地区） pogjdq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11 配偶出生日期 poc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配偶证件类型 po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13 配偶证件号码 pozjhm C(字符型) 30 √

14 结婚证号 jhzh C(字符型) 18 √

15 登记日期 d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17 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5.7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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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市民政局、县（区）民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基金会变更登记
2.公开募捐资格审核
3.基金会成立登记
4.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程核准
5.基金会注销登记
6.社会团体修改章程核准
7.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8.建设殡仪馆、火葬场、殡仪服务站、骨灰堂、经营性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审批
9.地名命名、更名、登记审批
10.基金会修改章程核准
11.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市级：1.公开募捐资格审核                                                                                                                        
2.地名命名、更名、登记审批                                                                                                                          
3.市级非公募基金会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章程核准                                                                                                       
4.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5.建设殡仪馆、火葬场、殡仪服务站、骨灰堂、经营性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审批                                                                                    
6.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7.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县（区）级：建设殡仪馆、火葬场、殡仪服务站、骨灰堂、经营性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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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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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5.8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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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业务主管单位撤销批准的处罚
2.慈善信托的受托人违反法律法规的处罚
3.对慈善组织违反法律法规的处罚
4.社会团体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或者自取得《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之日起1年未开展活动的处罚
5.对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或者未按照约定提供服务的处罚
6.对擅自移动、损毁、遮盖行政区域界线标志物的处罚
7.对故意毁损或者擅自移动界桩或者其他行政区域界线标志物的处罚
8.对未经登记以及被撤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被撤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继续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处
罚
9.对命名、更名或者不使用标准地名的处罚
10.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社会救助资金、物资或者服务的处罚
11.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连续两年不参加年检，或连续两年“年检不合格”的处罚
12.对社会团体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外的其他法律、法规，有关国家机关认为应当撤销登记的处罚
13.对彩票代销者违反法律法规的处罚
14.对基金会及相关机构违反法律法规的处罚
15.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16.对未经登记或者被撤销登记后以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或者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名义开展活动的处罚
17.对偷窃、故意损毁或擅自移动地名标志行为的处罚
18.对筹备期间开展筹备以外的活动，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继续以社会团体名义进
行活动的处罚
19.对社会福利机构违反法律法规的处罚
20.对社会团体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21.对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未征得捐赠人的许可，擅自改变捐赠财产性质、用途的处罚
22.对擅自编制行政区域界线详图，或者绘制的地图的行政区域界线的画法与行政区域界线详图的画法不一致的处罚
23.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活动违反《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外的其他法律、法规，有关国家机关认为应当撤销登
记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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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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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5.9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收缴和封存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和印章，封存社会团体财务凭证                                                                                                
2.封存基金会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3.收缴和封存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和印章，封存民办非企业单位财务凭证                                                                              
4.对擅自移动、遮盖、损毁的地名标志责令限期恢复原状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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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5.10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给付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给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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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在公民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依法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与物质有关权益的
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市民政局、县（区）民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市级：1.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2.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退休干部护理费核发                                                                                                       
3.殡葬救助给付                                                                                                                              
4.军队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士官）丧葬费给付

县（区）级：1.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认定及保障金给付                                                                                                                   
2.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认定及保障金给付                                                                                                                             
3.临时救助对象认定及救助金给付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给付类型 jflx C(字符型) 1 √
0=抚恤金；1=特定人员离退休金；2=社会救济、福利金；3=
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4=特定对象补贴；9=其他（可多
选）

4 给付内容 jfnr C(字符型) 2000 √

第 379 页



5 给付日期 j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给付决定机关 jfjg C(字符型) 200 √

7 给付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5.11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社会团体年度检查
2.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
3.对社会福利机构工作年度检查
4.对村务公开工作的检查
5.对社区工作经费使用情况的检查
6.对社会救助事项有关的单位、个人及相关资料的调查
7.基金会年度检查
8.对毗邻的县、乡级行政区域界线的特定地段进行联合检查
9.对社区建设工作的检查
10.对社会福利机构的监督检查
11.对城市社区居委会工作的检查
12.对村（居）委会选举工作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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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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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5.12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市民政局、县（区）民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在内地收养登记、解除收养关系登记                                                            
2.撤销中国公民收养登记                                                                                                                        
3.涉外、涉港澳台、涉华侨婚姻登记                                                                                                                         
4.地名核准                                                                                                                                  
5.涉外收养登记

市级：1.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在内地收养登记、解除收养关系登记                                                                 
2.慈善组织认定                                                                                                                               
3.撤销中国公民收养登记                                                                                                                          
4.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弃婴、孤儿收养登记、解除收养登记

县（区）级：1.内地公民收养子女登记                                                                                                                                         
2.撤销婚姻登记                                                                                                                                                                                          
3.内地居民婚姻登记                                                                                                                                                    
4.中国公民收养登记、解除收养登记的确认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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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5.13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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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市民政局、县（区）民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先进单位、个人表彰和奖励；2.社会救助先进表彰；3.养老机构、个人表彰和奖励；4.慈善表
彰

市级：1.慈善表彰；2.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先进单位、个人表彰和奖励；3.社会救助先进表彰

县（区）级：三秦慈善奖评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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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5.14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市民政局、县（区）民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养老机构评估管理；2.养老机构备案；3.慈善信托备案

市级：1.市级社会团体年检；2.社会福利机构认定；3.社会福利机构所属的固定资产租赁或者转让审批；4.市级民办非企业单
位年检；5.慈善信托备案；6.养老机构备案；7.市级基金会年报；8.养老机构评估管理

县（区）级：1.社会福利机构所属的固定资产租赁或者转让审批；2.社会福利机构认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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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5.15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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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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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5.16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三秦慈善奖信息；2.全省城市和谐社区示范区（市县）示范街道示范社区、农村社区建设先进县（市区）表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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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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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5.17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社会组织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社会组织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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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列入异常名录原因 lrycmlyy C（字符型） 2000 √

7 列入日期 l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8 移出异常名录原因 ycycmlyy C（字符型） 2000 √

9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列入机关 lrjg C（字符型） 200 √

11 移出机关 ycjg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5.18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弄虚作假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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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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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5.19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共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公共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社会组织的信用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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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5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6 认定机构名称 rdjgmc C(字符型) 200 √

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认定结果有效期始 rd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结果有效期止 rd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2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5.20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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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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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5.21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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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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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5.22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市民政局、县（区）民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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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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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5.23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民政厅、市民政局、县（区）民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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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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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6司法部门

26.1法律服务机构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法律服务机构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主体识别信息（基础登记类-主体识别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律服务机构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律师执业机构登记注册信息；2.公证处注册登记信息；3.基层法律服务所登记注册信息；4.司法鉴定机构登记注册信息

共享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第 402 页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注册资金 zczj N（数值型） (24,6) √ 开办资金，单位：万元

7 业务范围 ywfw C（字符型） 2000 √

8 业务主管单位 ywzgdw C（字符型） 200 √

9 行业代码 hydm C（字符型） 4 √
GB/T 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行业代码

10 机构地址 jg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11 邮政编码 yzbm C（字符型） 6 √

12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3 发证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fz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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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成立日期 cl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有效起始日期 yxq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有效截止日期 yx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变更日期 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6.2仲裁委员会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仲裁委员会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主体识别信息（基础登记类-主体识别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仲裁委员会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仲裁委员会登记注册信息

共享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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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机构地址 jg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4 业务范围 ywfw C（字符型） 2000 √

5 业务主管单位 ywzgdw C（字符型） 200 √

6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7 发证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fz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有效起始日期 yxq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有效截止日期 yx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变更日期 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6.3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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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基础登记类-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司法相关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的基本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法律服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信息；2.仲裁委员会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高管类型 gglx C(字符型) 1 √
0=董（理）事；1=监事；2=经理；3=机关、群团负责人；4=
事业单位负责人；9=其他

4 高管姓名 ggxm C(字符型) 100 √

5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7 高管国别 gggb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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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6.4变更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变更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律服务机构、仲裁委员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组织形式，股东信息、高管人员等的变
更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律师执业机构变更信息；2.公证处注册变更信息；3.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信息；4.司法鉴定机构变更信息；5.仲裁委
员会变更信息

共享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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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构类型 jg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0091-2006

4 变更事项 bgsx C(字符型) 1 √
0=名称；1=住所；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3=注册资本；4=
经营范围；5=组织形式；6=股东信息；7=合并分立；8=经营
期限；9=其他(高管人员)

5 变更前内容 bgqnr C(字符型) 2000 √

6 变更后内容 bghnr C(字符型) 2000 √

7 变更日期 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变更登记机关 bg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9
变更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g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6.5注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注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律服务机构及仲裁委员会注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律师执业机构注销信息；2.公证处注册注销信息；3.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信息；4.司法鉴定机构注销信息；5.仲裁委
员会注销信息

共享属性 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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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注销事项 zxsx C(字符型) 200 √

4 注销种类 zxzl C(字符型) 1 √ 0=注销；1=撤销；2=吊销；9=其他

5 注销原因 zxyy C(字符型) 200 √

包括：1.股东或股东会作出公司解散决议；2.公司依法宣告破
产；3.公司章程规定营业期限届满且不续；4.公司章程或法律
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5.公司因合并、分立解散；6.公司被依
法强制解散；7.公司吊销或撤销后转注销等

6 注销日期 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注销登记机关 zx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8
注销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zx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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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从事司法类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司法鉴定人员执业信息；2.法律执业资格信息；3.公证员执业信息

市级：1.公证员执业证信息；3.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信息

共享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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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6.7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司法领域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法律职业资格信息；2.委托公证人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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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5 职业从业资格名称 zycyzgmc C(字符型) 50 √

6 职业从业资格等级 zycyzgdj C(字符型) 10 √

7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4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从业资格有效期至 c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核发机构 hfjg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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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市司法局、县（区）司法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法律职业资格认定
2.公证员执业、变更许可
3.港澳台律师事务所驻内地或大陆代表机构派驻代表执业许可
4.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5.台湾居民申请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许可
6.司法鉴定人执业、变更、注销登记
7.仲裁委员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8.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居民申请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核准
9.律师执业、变更、注销许可
10.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核准
11.公证机构设立许可
12.港澳台律师事务所驻内地或大陆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许可

市级：1.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2.公证员执业、变更许可
3.法律职业资格认定
4.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变更、注销许可

县（区）级：公证员执业、变更许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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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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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6.9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公证机构和公证员违法行为的处罚
2.对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注销，在债务清偿完毕前将财产转移至中国境外的处罚
3.对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或者代表非法从事法律服务活动或者其他营利活动的处罚
4.对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聘用中国执业律师，或者聘用的辅助人员从事法律服务；开展法律服务收取费用未在中国境
内结算的；未按时报送年度检验材料接受年度检验，或者未通过年度检验的处罚
5.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或者代表违法行为的处罚
6.对外国律师事务所、外国律师或者外国其他组织、个人擅自在中国境内从事法律服务活动，或者已被撤销执业许可的代表机
构或者代表继续在中国境内从事法律服务活动的处罚
7.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违法行为的处罚
8.对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律师事务所及律师违法行为的处罚
9.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违反内地法律、法规和规章违法行为的处罚
10.对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或者代表同时在两个以上代表机构担任或者兼任代表的；泄露当事人的商业密秘或者个人隐
私的；利用法律服务的便利，收受当事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处罚
11.对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违法行为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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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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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6.10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给付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在公民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依法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与物质有关权益的
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人民调解员补贴发放
2.对公民法律援助申请的审批
3.人民调解员因从事工作致伤致残、牺牲的救助、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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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给付类型 jflx C(字符型) 1 √
0=抚恤金；1=特定人员离退休金；2=社会救济、福利金；3=
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4=特定对象补贴；9=其他（可多
选）

4 给付内容 jfnr C(字符型) 2000 √

5 给付日期 j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给付决定机关 jfjg C(字符型) 200 √

7 给付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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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1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执业管理和规范化建设进行检查
2.对公证机构和公证员的监督检查
3.对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检查
4.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的检查
5.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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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6.12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法律援助律师工作证的审批
2.公司律师工作证的审批
3.公职律师工作证的审批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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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6.13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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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有突出事迹或者显著贡献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奖励
2.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3.对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4.对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表彰奖励
5.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表彰奖励
6.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员进行表彰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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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6.14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市司法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公证机构负责人备案
2.省级律师协会章程备案
3.国家机关所属的不面向社会接受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及人员备案
4.公证员变更执业机构核准
5.律师事务所外文名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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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司法鉴定机构登记、变更、注销、延续审批
2.司法鉴定人登记、变更、注销、延续审批
3.法律职业资格审核
4.律师协会章程备案
5.公证机构设立许可
6.律师变更执业机构审核
7.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注销审核
8.对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备案
9.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的变更
10.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修改章程审批
11.律师执业许可
12.公证员资格审核
13.台湾居民申请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许可
14.律师执业证的注销
15.市级律师协会章程备案
16.律师事务所变更住所、合伙人的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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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6.15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陕西省行政执法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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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6.16考试违纪违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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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考试违纪违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违纪违规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违纪违规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月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准考证号 zkzh C(字符型) 20 √

5 考区（点） kq(d) C(字符型) 1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6 年份 nf C(字符型)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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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档案号 dah C(字符型) 20 √

8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9 考试专业 kszy C(字符型) 100 √

10 违纪科目 wjkm C(字符型) 50 √

11 违纪行为 wjxw C(字符型) 200 √
包括: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考试违纪违规行为等

12 违纪处理意见 wjclyj C(字符型) 10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6.17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业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其他相关组织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评价评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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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行业信用评价名称 hyxypjmc C(字符型) 100 √

5 评价依据 pjyj C(字符型) 2000 √

6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7 评价机构名称 pjjgmc C(字符型) 200 √

8 评价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p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评价日期 p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评价结果有效期始 pj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评价结果有效期止 pj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3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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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7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6.18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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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6.19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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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市司法局、县（区）司法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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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6.20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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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司法厅、市司法局、县（区）司法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第 434 页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7财政部门

27.1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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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注册会计师

共享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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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7.2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2.资产评估师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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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5 职业从业资格名称 zycyzgmc C(字符型) 50 √

6 职业从业资格等级 zycyzgdj C(字符型) 10 √

7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4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从业资格有效期至 c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核发机构 hfjg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7.3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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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注册会计师注册
2.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审批
3.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来内地临时办理审计业务审批
4.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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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7.4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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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处罚
2.对会计机构设置、会计人员配备、会计账簿设置、会计凭证取得、会计资料保管等会计行为不合规的处罚
3.对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严重违法行为给予吊销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处罚
4.对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处罚
5.对公司不依照《公司法》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的处罚
6.对企业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行为的处罚
7.注册会计师行业执业质量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
8.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获得执业许可，或者被撤销、注销执业许可后继续承办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的处罚
9.对会计师事务所采取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等拒绝提供申请执业许可情况的真实材料，或采取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
段获得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处罚
10.对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处罚
11.对在法定的会计账簿以外另立会计账簿的处罚
12.资产评估机构（分支机构）违反《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的处罚
13.对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提供虚假情况和资料，或者与资产评估机构串通作弊，致使资产评估结果失实的处罚
14.对企业和企业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违反《企业财务通则》有关规定的行为的处罚
15.对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分所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执业许可的处罚
16.对会计师事务所违反职业风险防范机制、会计师事务所有关禁止性规定的处罚
17.对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处罚
18.对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收费时不开具票据，或者开具已经过期失效的票据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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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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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7.5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对被调查、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时在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正在进行的财
政违法行为拒不终止的强制措施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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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7.6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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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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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
2.政府采购中标确认
3.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
4.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
5.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6.对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的核准和备案
7.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格确定
8.企业国有资产产权占有、变动、注销登记
9.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10.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结果批复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第 446 页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7.8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认真执行《会计法》，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做出显著成绩的会计人员的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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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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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7.9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裁决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
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裁决
2.政府采购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答复异议
3.事业单位非国有资产产权裁决
4.行政单位国有资产产权裁决
5.行政单位非国有资产产权裁决
6.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
7.政府采购投诉处理
8.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纠纷调处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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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裁决种类 cjzl C(字符型) 1 √
0=侵权纠纷；1=补偿纠纷；2=损害赔偿纠纷；3=权属纠纷；
4=国有资产产权；5=专利强制许可；6=经济补偿；7=民间纠
纷；9=其他

4 裁决内容 cjnr C(字符型) 2000 √

5 裁决事由 cjsy C(字符型) 2000 √

6 法律依据 flyj C(字符型) 2000 √

7 裁决机关 cjjg C(字符型) 200 √

8 裁决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裁决日期 c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7.10行政补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补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补偿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补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对当事人侵犯人身权的赔偿和侵犯财产权的赔偿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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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财政补偿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补偿名称 bcmc C(字符型) 100 √

4 补偿事项 bcsx C(字符型) 2000 √

5 补偿形式 bcxs C(字符型) 1 √
0=支付赔偿金；1=返还财产；2=恢复原状；9=其他补偿方式
（可多选）

6 补偿开始日期 bc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补偿机构 bcjg C(字符型) 200 √

9 补偿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b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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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7.11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资产评估机构以及分支机构的备案
2.会计师事务所跨省级行政区划迁移经营场所备案
3.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基本信息报备                                                                                                                                                                                                        
4.代理记账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备案                                                                                                                        
5.资产评估机构的备案、变更备案                                                                                                               
6.资产评估分支机构的备案、变更备案                                                                                                                                                                                  
7.《财政票据领购证》核发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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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7.12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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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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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7.13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政府采购不良行为记录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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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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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7.14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
2.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3.会计师事务所采取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等拒绝提供申请执业许可情况的真实材料，或采取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
获得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信息
4.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提供虚假情况和资料，或者与资产评估机构串通作弊，致使资产评估结果失实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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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7.15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共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公共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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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企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5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6 认定机构名称 rdjgmc C(字符型) 200 √

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认定结果有效期始 rd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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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认定结果有效期止 rd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2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7.16政府采购中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政府采购中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信息（业务经营类-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政府采购中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政府采购中标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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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采购机关名称 cg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项目编号 xmbh C（字符型） 15 √

7 项目名称 xmmc C（字符型） 100 √

8 中标结果 zbjg C（字符型） 200 √

9 供应商名称 gysmc C（字符型） 200 √

10 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gys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供应商地址 gysdz C（字符型） 100 √

12 中标金额 zb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中标日期 zb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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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7政府采购合同履约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政府采购合同履约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同履约信息（业务经营类-合同履约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政府采购合同履约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政府采购合同履约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合同甲方名称 htjfmc C（字符型） 200 √

2 合同甲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htjf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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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合同甲方地址 htjfdz C（字符型） 100 √

7 合同乙方名称 htyfmc C（字符型） 200 √

8 合同乙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htyf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10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11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12 合同乙方地址 htyfdz C（字符型） 100 √

13 合同编号 htbh C（字符型） 100 √

14 合同名称 htmc C（字符型） 100 √

15 合同标的 htbd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合同金额 ht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7 合同签署日期 htq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7.18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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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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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7.19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政府采购不良行为记录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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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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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7.20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市财政局、县（区）财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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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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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7.21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财政厅、市财政局、县（区）财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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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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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8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28.1就业工作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就业工作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的就业登记、就业状况等基本工作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社厅、市人社局、县（区）人社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就业工作信息

第 471 页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就业工作信息

县（区）级：就业工作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就业状况 jyzk C(字符型) 100 √

5 职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10 √

6 职业名称 zymc C(字符型) 200 √

7 职务 zw C(字符型) 100 √

8 劳动合同类型 ldhtlx C(字符型) 100 √

9 合同生效日期 hts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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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合同期限 htqx C(字符型) 100 √

11 工作单位名称 gzdwmc C(字符型) 200 √

12 工作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gz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首次参加工作日期 sccjg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15 登记日期 d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8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8.2社会保险单位参保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社会保险单位参保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社会保险信息（公共信用类-社会保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单位参保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社会保险单位参保信息

县（区）级：社会保险单位参保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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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参保单位名称 cbdw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单位社会保险编号 dwshbxbh C(字符型) 18 √

4 单位类型 dwlx C(字符型) 2 √ 参保单位类型（19 类），参照 GB/T20091-2006

5 参加养老保险人数 cjylbxrs C(字符型) 10 √

6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cjsybxrs C(字符型) 10 √

7 参加医疗保险人数 cjylbxrs C(字符型) 10 √

8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cjgsbxrs C(字符型) 10 √

9 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cjsybxrs C(字符型) 10 √

10 参保缴费状态 cbjfzt C(字符型) 1 √
0=参保缴费；1=暂停缴费（中断）；2=终止缴费分类（终止缴
费指当月非死亡终止）；9=其他

11 参保起始日期 cbq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业务期别 ywqb C(字符型) 10 √

13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中文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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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登记日期 d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8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8.3社会保险个人参保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社会保险个人参保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社会保险信息（公共信用类-社会保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个人参保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社会保险个人参保信息

县（区）级：社会保险个人参保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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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参保人 cbr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参保编号 cbbh C（字符型） 18 √

5 参保单位 cbdw C（字符型） 200 √

6 参保缴费状态 cbjfzt C（字符型） 1 √
0=参保缴费；1=暂停缴费（中断）；2=终止缴费分类（终止缴费指

当月非死亡终止）；9=其他

7 首次参保日期 sccb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险种类型 xzlx C（字符型） 1 √
0=养老保险；1=医疗保险；2=失业保险；3=生育保险；4=工
伤保险；9=其他

9 经办机构名称 jbjgmc C（字符型） 200 √

10 经办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8.4社会保险单位缴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社会保险单位缴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社会保险信息（公共信用类-社会保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为员工提供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缴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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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养老保险单位缴纳信息；2.失业保险单位缴纳信息；3.生育保险单位缴纳信息；4.工伤保险单位缴纳信息

县（区）级：1.养老保险单位缴纳信息；2.失业保险单位缴纳信息；3.生育保险单位缴纳信息；4.工伤保险单位缴纳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在市场监管、民政等部门登记的单位全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缴费时间 jfsj D(日期型） √ 采用GB/T7408,YYYYMMDD格式

4 类型 lx C（字符型） 1 √
0=养老保险；1=医疗保险；2=失业保险；3=生育保险；4=工
伤保险；9=其他

5 职工工资总额 zggzz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6 单位缴费基数 dwjfjs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7 本月应缴金额合计 byyjjehj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8 应缴费人数 yjfrs N（数值型）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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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月实缴金额合计 bysjjehj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10 实际缴费人数 sjjfrs N（数值型） 10 √

11 经办机关全称 jbjgqc C（字符型） 200 √ 例：XX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2 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缴纳日期 jnrq D(日期型） √ 采用GB/T7408,YYYYMMDD格式

14 是否按时缴纳 sfasjn C（字符型） 1 √ 0=否；1=是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8.5社会保险个人缴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社会保险个人缴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社会保险信息（公共信用类-社会保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的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社会保险个人缴纳信息

县（区）级：社会保险个人缴纳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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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GA/T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缴费年月 jfny C（字符型） 20 √

5 类别 lb C（字符型） 1 √
0=养老保险；1=医疗保险；2=失业保险；3=生育保险；4=工
伤保险；9=其他

6 缴费基数 jfjs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7 本月个人缴费金额 bygrjfj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8 本月单位缴费金额 bydwjfj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9 缴纳单位名称 jndwmc C（字符型） 200 √

10 缴纳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n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缴纳日期 jnrq D(日期型） √ 采用GB/T7408,YYYYMMDD格式

12 经办机关全称 jbjgqc C（字符型） 200 √

13 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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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8.6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信息

市级：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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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5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职业技能名称 zyjnmc C(字符型) 50 √

7 职业技能等级 zyjndj C(字符型) 10 √

8 职业技能证书号 zyjnzsh C(字符型) 24 √

9 职业技能取得日期 zyjnq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职业技能审批单位 zyjnspdw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8.7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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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注册消防工程师；2.注册核安全工程师；3.监理工程师；4.房地产估价师；5.造价工程师；6.注册城乡规划师；7.建
造师；8.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9.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10.注册验船师；11.护士执业资格；12.注册设备监理师；13.注册计
量师；14注册安全工程师；15.执业药师；16.注册测绘师

共享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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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8.8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工程咨询(投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2.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3.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4.社会
工作者职业资格；5.会计专业技术资格；6.资产评估师；7.经济专业技术资格；8.土地登记代理专业人员职业资格；9.环境影
响评价工程师；10.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11.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12.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资格；13.卫生专业技术资格；14.审计专业技术资格；15.税务师；16.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17.统计专业
技术资格；18.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19.翻译专业资格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第 483 页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5 职业从业资格名称 zycyzgmc C(字符型) 50 √

6 职业从业资格等级 zycyzgdj C(字符型) 10 √

7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4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从业资格有效期至 c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核发机构 hfjg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8.9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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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2 √

00=科学研究人员；01=工程技术人员；02=农业技术人员；
03=飞船和船舶专业人员；04=卫生技术人员；05=经济和金融
专业人员；06=法律、社会和宗教专业人员；07=教学人员；
08=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09=新闻出版、文化工作人员；
10=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5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6 职务（职称）名称 zwmc C(字符型) 100 √

7 技术职务（职称）等级 jszwdj C(字符型) 1 √ 0=正高；1=副高；2=中级；3=初级；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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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技术职务（职称）证书号 jszwzsh C(字符型) 24 √

9 技术职务（职称）取得日期 jszwq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技术职务（职称）审批单位 jszwspdw C(字符型) 200 √

11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8.10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国（境）外人员入境就业
2.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设立审批
3.设立技工学校审批
4.补充保险经办机构资格认定
5.设立技工学校审批

市级：劳务派遣经营、变更、延续、注销许可

县（区）级：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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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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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8.11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
2.对人才市场的监管
3.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监督检查
4.对社会保险基金运行的监督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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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8.12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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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创业孵化基地（返乡创业园区）的认定
2.省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认证

县（区）级：1.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
2.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核准
3.创业孵化基地（返乡创业园区）的认定
4.工伤认定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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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8.13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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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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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8.14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信息；2.社会保障领域信用黑名单；3.职称申报评审失信黑名单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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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8.15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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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陕西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信息                                                                                                      
2.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选拔表彰信息                                                                                                          
3.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评选表彰信息                                                                                      
4.三秦工匠表彰信息                                                                                                                         
5.全省优秀人才和优秀人才工作者表彰信息                                                                                                       
6.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信息                                                                                                                    
7.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评选表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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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8.16考试违纪违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考试违纪违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违纪违规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违纪违规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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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月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准考证号 zkzh C(字符型) 20 √

5 考区（点） kq(d) C(字符型) 1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6 年份 nf C(字符型) 10 √

7 档案号 dah C(字符型) 20 √

8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9 考试专业 kszy C(字符型) 100 √

10 违纪科目 wjkm C(字符型) 50 √

11 违纪行为 wjxw C(字符型) 200 √
包括: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考试违纪违规行为等

12 违纪处理意见 wjclyj C(字符型) 10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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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8.17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共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公共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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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5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6 认定机构名称 rdjgmc C(字符型) 200 √

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认定结果有效期始 rd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结果有效期止 rd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2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8.18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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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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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8.19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移出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信息；2.移出社会保障领域信用黑名单信息；3.移出职称申报评审失信黑
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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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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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8.20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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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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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8.21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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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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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9自然资源部门

29.1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自然资源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土地登记代理专业人员职业资格

共享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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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9.2行政许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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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自然资源厅、市资源规划局、区规划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采矿权注销登记
2.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单位资质审批
3.新设采矿权登记
4.新设采矿权登记
5.政府投资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竣工验收
6.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审批
7.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床（矿产资源）审批
8.开采矿产资源审批
9.采矿权延续登记
10.采矿权延续登记
11.土地开垦区内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从事生产审查
12.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审批
13.一般保护古生物化石出境审批
14.采矿权注销登记
15.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单位资质审批
16.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审批
17.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审批
18.开采矿产资源划定矿区范围批准
19.勘查矿产资源审批
20.矿山闭坑地质报告审批[省自然资源厅]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
其他设施审批
21.采矿权变更登记
22.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23.采矿权变更登记
24.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25.采矿权转让审批
26.一般保护古生物化石发掘审批
27.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单位资质审批
28.探矿权转让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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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采矿权新立、延续、变更、注销登记                                                                                                                       
2.采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林业类）审批                                                                                                                   
3.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4.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核发
5.建设工程规划竣工验收合格证核发
6.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7.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审批
8.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要利用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审批
9.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审批
10.临时占用湿地恢复方案核准
11.国务院规定由国家林业局审批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核发
12.采矿权发证审批
13.地图审核审批
14.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合格通知书核发
15.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单位资质审批
16.林业植物检疫证书核发
17.人工繁育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许可证核发
18.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单位资质审批
19.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县（区）级：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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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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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9.3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自然资源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当事人拒不交出土地的，临时使用土地期满拒不归还的，或者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国有
土地的处罚
2.对破坏一般耕地行为的处罚
3.对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爆破、削坡、进行工程建设以及从事其他可能引发地质灾害活动的处罚
4.对将采掘的古生物化石用于经营活动的处罚
5.对未经审批管理机关批准，擅自转让采矿权或者以承包等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转让给他人进行采矿的处罚
6.对不按规定办理土地登记、变更登记和他项权利登记的处罚
7.对侵占、损毁、损坏地质灾害监测设施或者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施的处罚
8.对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和临时占用耕地逾期不恢复种植条件的处罚
9.对破坏性采矿的处罚
10.对未经古生物化石专家评审擅自采掘古生物化石的处罚
11.对破坏基本农田行为的处罚
12.对古生物化石收藏单位违反法律法规的处罚
13.对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范围采矿, 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
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的处罚
14.对单位或者个人将其收藏的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转让、交换、赠与、质押给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的处罚
15.对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及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的处罚
16.对擅自进行滚动勘探开采、边探边采或者试采的处罚
17.对采矿权人不按规定时间建设或生产的、不按规定定期测绘并报送采矿图件的处罚
18.对未按规定申报登记矿产资源储量和填报年度基层矿产资源储量表的处罚
19.对未提交采掘的古生物化石清单或者提交虚假清单的处罚
20.对以其他单位的名义或者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等行为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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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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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9.4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自然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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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强制拆除在临时使用的土地上修建的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
2.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定前已建的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的建筑物、构筑物重建、扩建的强制拆除
3.责令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恢复原状
4.责令恢复被毁坏的基本农田原种植条件
5.责令恢复被破坏或者擅自改变的基本农田保护区标志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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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9.5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征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凭借国家政权，依法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强制地、无偿地征集金钱或实物的行为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资源规划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土地出让金的征收
2.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
3.因防灾、减灾、国防建设等公共利益需要，无偿使用测绘成果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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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征收种类 zszl C(字符型) 1 √
0=税收征收；1=资源费征收；2=建设资金征收；3=排污费征
收；4=滞纳金征收；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征收；9=其他
（可多选）

4 征收内容 zsnr C(字符型) 2000 √

5 征收日期 z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征收机关 zsjg C(字符型) 200 √

7 征收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s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9.6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给付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在公民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依法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与物质有关权益的
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资源规划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国家重点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补偿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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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给付类型 jflx C(字符型) 1 √
0=抚恤金；1=特定人员离退休金；2=社会救济、福利金；3=
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4=特定对象补贴；9=其他（可多
选）

4 给付内容 jfnr C(字符型) 2000 √

5 给付日期 j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给付决定机关 jfjg C(字符型) 200 √

7 给付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9.7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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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自然资源厅、市资源规划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基本农田保护情况的检查
2.对矿山储量的动态监督管理
3.对地质勘查活动依法施工情况的监督检查
4.对土地复垦情况的监督检查
5.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6.对本行政区域内遵守和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7.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采矿权人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保护环境及其他应当履行的法定义

市级：退耕还林项目检查验收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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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9.8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自然资源厅、市资源规划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基本农田划区定界验收确认
2.对古生物化石的鉴定
3.地质灾害项目工程竣工验收
4.矿产资源储量登记
5.地质灾害治理责任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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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测绘作业证件核发
2.不动产统一登记
3.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
4.矿产资源储量登记
5.核发、确认、变更建设用地规划条件
6.古树名木死亡认定
7.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的审核
8.确定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
9.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审查
10.古树名木认定
11.矿产资源储量认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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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9.9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自然资源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奖励
2.地质资料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奖励
3.土地调查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奖励
4.古生物化石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奖励
5.对基本农田保护的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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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9.10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裁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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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裁决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
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自然资源厅、市资源规划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行政裁决
2.土地权属争议行政裁决

市级：1.林木林地权属争议
2.土地权属争议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裁决种类 cjzl C(字符型) 1 √
0=侵权纠纷；1=补偿纠纷；2=损害赔偿纠纷；3=权属纠纷；
4=国有资产产权；5=专利强制许可；6=经济补偿；7=民间纠
纷；9=其他

4 裁决内容 cjnr C(字符型) 2000 √

5 裁决事由 cjsy C(字符型) 2000 √

6 法律依据 flyj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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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裁决机关 cjjg C(字符型) 200 √

8 裁决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裁决日期 c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9.11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自然资源厅、市资源规划局、区规划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采矿权抵押备案
2.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和资质备案
3.土地复垦验收确认
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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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采矿权出租备案
2.采矿权抵押备案
3.国有企业改制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审批
4.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和资质备案
5.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6.临时占用林地及国有森林经营单位在所经营林地范围内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设施占用林地审批
7.建设工程验线
8.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9.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审批
10.重点保护建筑认定
11.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合格证核发
12.因保护陆生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补偿的审批
13.对本人或他人不动产权证登记内容有异议、损害申请人利益申请国家赔偿
14.建设项目停车位易地代建联审

县（区）级：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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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9.12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自然资源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矿业权人黑名单信息；2.地质勘查单位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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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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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9.13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监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自然人弄虚作假失信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自然资源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未提交采掘的古生物化石清单或者提交虚假清单                                                                                              
2.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以及监理活动中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信息                                                                                                               
3.擅自印制或者伪造、冒用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                                                                                                
4.拒绝接受检查、现场抽查或弄虚作假                                                                                                              
5.伪造或在地质资料汇交中弄虚作假                                                                                                             
6.不依法备案、报告有关勘查情况、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未按规定完成最低勘查投入的, 已经领取勘查许可证的
勘查项目满6个月未开始施工或者施工后无故停止勘查工作满6个月的处罚                                                                                                                    
7.伪造、变造、买卖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资质证书、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资质证书                                                                     
8.拒绝或者阻挠土地调查人员依法进行调查的,提供虚假调查资料的,拒绝提供调查资料的,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始记录、
土地登记簿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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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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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4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共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公共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自然资源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5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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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认定机构名称 rdjgmc C(字符型) 200 √

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认定结果有效期始 rd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结果有效期止 rd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2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9.15不动产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不动产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资产信息（业务经营类-资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不动产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资源规划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不动产登记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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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不动产类型 bdclx C(字符型) 100 √ 包括：土地、房屋等

2 权利人名称 ql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坐落 zl C(字符型) 1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9 面积计量单位 mjjldw C(字符型) 3 √ 单位：平方米

10 面积 mj N(数值型) 10 √

11 用途 yt C(字符型) 200 √

12 估值 gz C(字符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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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共有情况 gyqk C(字符型) 200 √

14 登记类型 djlx C(字符型) 100 √

15 登记原因 djyy C(字符型) 2000 √

16 不动产权证书号 bdcqzsh C(字符型) 30 √

17 权利人通讯地址 qlrtxdz C(字符型) 1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18 登记时间 dj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9 有效起始时间 yxqs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0 有效终止时间 yxzz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1 抵押状态 fwdyzt C(字符型) 1 √ 0=未抵押；1=抵押

22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23 信息源头部门 xxytbm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9.16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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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自然资源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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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9.17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自然资源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移出矿业权人黑名单信息；2.移出地质勘查单位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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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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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9.18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自然资源厅、市资源规划局、县（区）规划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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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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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29.19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自然资源厅、市资源规划局、县（区）规划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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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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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0生态环境部门

30.1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生态环境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资格；2.民用核设施操纵人员资格；3.注册核安全工程师；4.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共享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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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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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生态环境厅、市生态环境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辐射监测机构资质认定
2.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
3.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审批
4.放射性同位素转移审批
5.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6.建设项目（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7.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合作项目审批事项（试运行）
8.贮存危险废物超过一年的批准
9.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
10.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
11.贮存危险废物超过一年的批准
1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省市县）
13.辐射安全许可
14.排污许可
15.固体废物跨省贮存、处置审批
16.在野外进行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试验审批
17.必需经水路运输医疗废物审批

市级：1.必需经水路运输医疗废物审批
2.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经营许可审批
3.辐射安全许可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省市县）
5.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批
6.排污许可
7.贮存危险废物超过一年的批准
8.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9.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审核
10.建设项目（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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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1.建设项目（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排污许可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省市县）
4.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审批
5.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6.夜间建筑施工许可证核发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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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0.3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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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排放环境噪声的单位拒绝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处罚
2.对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未按规定时间报送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的处罚
3.对建设单位未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以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实施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的处
罚
4.对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进口或者经中
华人民共和国过境转移电子类危险废物，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伪
造、变造、转让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5.对未取得相应许可资质非法从事废旧机动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的；未按规定转移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的；对未按规定要
求实施监测或者报告监测结果的；未按规定要求进行场地环境风险调查评估或者场地修复的处罚；
6.对未按照规定采取防护性措施，或者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
或者其他废弃物的处罚
7.对未按规定对环境保护设施、污染物排放监测设备进行管理的处罚
8.对拒报或者谎报有关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的，拒绝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不正常使用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或
者未经批准擅自拆除、闲置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的，未采取防燃、防尘措施，在人口集中地区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
、砂石、灰土等物料的处罚
9.对改变危险废物经营方式，增加危险废物类别，新建或者改建、扩建原有危险废物经营设施,经营危险废物超过原批准年经营
规模21％以上,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换证继续从事经营活动的处罚
10.对未按照要求做好核与辐射事故应急工作并报告事故的处罚
11.对拒绝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检查的处罚
12.对违反固体废物管理有关要求进行处置的处罚
13.对擅自改变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中所批准的电磁辐射设备的功率的处罚
14.对涉辐单位未按规定监测、报告；未按照规定对停止使用的设施、设备和场所实施退役的处罚
15.对石油开发单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罚
16.对不按照危险废物有关管理要求进行危险废物处理的处罚
17.对未采取有效措施，致使储存的畜禽废渣渗漏、散落、溢流、雨水淋失、散发恶臭气味等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向水
体或其他环境倾倒、排放畜禽废渣和污水的处罚
18.对固体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处罚
19.对辐射工作单位未在含放射源设备的说明书中告知用户该设备含有放射源，或者销售、使用放射源的单位未将其贮存的废旧
放射源交回、返回或送交有关单位的和废旧放射源及时处置的处罚
20.对被污染的农产品不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处罚......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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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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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0.4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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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设施、设备的查封扣
押
2.对生产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对发动机、污染控制装置弄虚作
假、以次充好，冒充排放检验合格产品出厂销售的的停产整治
3.对未经审查在江河、湖泊、水库、渠道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建设排污口的强制执行
4.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大气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大气污染，或者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被隐匿的，对有关设施
、设备、物品的查封、扣押
5.对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
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工业涂装企业未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或者未建立、保存台账，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
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未采取措施对管道、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维修，减少物料泄漏或者对泄漏的物料未及时收集处理，储油
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和油罐车、气罐车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
、化工、制药、矿产开采等企业，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控制、减少粉尘和气态污染
物排放，工业生产、垃圾填埋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可燃性气体未回收利用，不具备回收利用条件未进行防治污染处理，或者
可燃性气体回收利用装置不能正常作业，未及时修复或者更新的停产整治
6.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采取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
7.对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设施或者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工业废
气和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
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重点排污单位不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自动监测数据，未按照
规定设置大气污染物排放口的停产整治
8.对未密闭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
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控制扬尘
排放的，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等物料，未采取防燃措施，码头、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
染，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未按照规定建设环境风险预警体系或者对排放
口和周边环境进行定期监测、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及废弃物焚烧设施的运营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利于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方法和
工艺，配备净化装置的，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的停业整治
9.责令停止导致或者可能导致辐射事故的作业
10.不按要求处置危险废物、治理水污染、处置放射性固体废物的，由环境保护部门指定有处置能力的单位代履行
11.扣押、查封违法生产、销售、使用、进出口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及其生产设备、设施、原料及产品
12.对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强制拆除
13.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查封或者暂扣涉嫌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规定的场所、
设备、运输工具和物品
14.责令污染单位排除妨碍、恢复环境原状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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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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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生态环境厅

第 552 页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管辖范围内产生尾矿的企业的现场检查
2.对入河排污口设置和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3.对环检机构的检查
4.对污染事故责任单位和个人的检查
5.对排放环境噪声的单位的现场检查
6.对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的检查
7.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中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检查或者不定期抽
查
8.对管辖范围内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的单位的现场检查
9.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现场检查
10.对水污染事故可能影响的水域进行监测，并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11.燃煤火电机组超低排放电价现场检查
12.对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后所产生的环境影响的检查
13.对实验室废水、废气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14.对排污单位的现场核查
15.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
16.对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抽查或者突击检查
17.电磁辐射项目和设备的监督性监测检查
18.对在机动车停放地对在用公交、出租、客货运输车辆的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污染物排放状况的检查和检测
19.对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单位的检查
20.对突发环境事件调查[省生态环境厅]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以及审批意见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的检查
21.对大修竣工、发动机总成大修及车辆排气专修出厂的汽车的抽测
22.对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23.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类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的监督检查
24.对核技术利用、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中的放射性污染防治的检查
25.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销售、使用和进出口等活动的检查
26.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的检查
27.对辖区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
28.对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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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0.6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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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生态环境厅、市生态环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确认电磁辐射建设项目和设备豁免水平
2.组织开展拆船单位关闭或者搬迁检查验收
3.豁免水平的射线装置、放射源或者少量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备案
4.确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5.固体废物申报登记确认
6.固体废物申报登记确认
7.限期治理验收
8.关闭尾矿设施验收
9.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及变更登记

市级：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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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0.7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生态环境厅、市生态环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陕西省绿色文明示范工程创建活动

市级：1.对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实行奖励
2.对在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3.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4.对实名举报人给予奖励
5.对在污染源普查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的奖励
6.清洁生产表彰奖励
7.循环经济表彰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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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第 557 页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0.8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生态环境厅、市生态环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备案
2.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
3.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4.废旧放射源备案
5.生态恢复治理方案审查
6.放射性同位素转入转出备案
7.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审批

市级：1.生态恢复治理方案审查
2.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登记备案
3.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4.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
5.跨设区的市行政区转移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作业的备案
6.专项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
7.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备案
8.购置或者转入射线装置的登记和跨设区的市行政区转移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作业的登记
9.需要委托开展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作业的建设单位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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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0.9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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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生态环境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环境违法企业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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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0.10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生态环境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陕西省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表彰信息；2.全省节能减排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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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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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0.11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生态环境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环保监测弄虚作假失信信息                                                                                                                                 
2.排放环境噪声的单位拒绝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                                                                                                    
3.对拒报或者谎报有关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的，拒绝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不正常使用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或
者未经批准擅自拆除、闲置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的，未采取防燃、防尘措施，在人口集中地区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
、砂石、灰土等物料                                                                                                           
4.不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或者在清洁生产审核中弄虚作假，或者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不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审
核结果                                                                                                                                                           
5.拒绝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                                                                         
6.伪造、变造或者出租、出借、转让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7.从事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竣工验收报告编制、环境监理、技术评估等有关技术服务单位，弄虚作假或者伪造、虚
报、瞒报有关数据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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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0.12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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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共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公共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生态环境厅、市生态环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企事业单位的环保信用评价信息；2.生态环保服务机构的环保信用评价信息

市级：1.企事业单位的环保信用评价信息；2.生态环保服务机构的环保信用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5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6 认定机构名称 rdjgmc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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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认定结果有效期始 rd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结果有效期止 rd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2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0.13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生态环境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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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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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0.14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生态环境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环境违法企业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第 568 页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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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0.15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生态环境厅、市生态环境局、市生态环境局县（区）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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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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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0.16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生态环境厅、市生态环境局、市生态环境局县（区）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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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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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1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31.1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资格信息

市级：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资格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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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5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职业技能名称 zyjnmc C(字符型) 50 √

7 职业技能等级 zyjndj C(字符型) 10 √

8 职业技能证书号 zyjnzsh C(字符型) 24 √

9 职业技能取得日期 zyjnq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职业技能审批单位 zyjnspdw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1.2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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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建筑行业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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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                                                                                                                                
1.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初始注册
2.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变更注册(聘用企业变更)
3.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变更注册(企业信息变更)
4.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变更注册(个人信息变更)
5.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增项注册
6.一级建造师、二建造师执业资格延续注册
7.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注销注册
8.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重新注册
9.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证书补办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信息、注册城乡规划师信息                                                                                                                   
二级造价师：                                                                                                                                     
1.二级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增项注册
2.二级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延续注册 
3.二级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变更注册 
4.二级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初始注册 
5.二级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重新注册 
6.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注销注册                                                                                                                            
7.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信息                                                                                                                                     
8.注册城乡规划师信息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1.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认定延续 
2.首次由请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认定(A类法人) 
3.首次电请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认定(A类非法人)                                                                                                           
4.首次由请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认定(B类) 
5.首次申请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认定(C类) 
6.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补办                                                                                                                                          
7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注销 
8.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变更(聘用企业变更) 
9.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变更(跨省转出A类、C类人员)                                                                                                       
10.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变更(跨省转出B类人员)                                                                                                         
11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变更(跨省转入) 
12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变更(企业信息变更)                                                                                                                                 
13.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变更(人员信息变更)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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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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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定（二级及以下）
2.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考核
3.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
4.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5.停止供水（气）、改（迁、拆）公共供水的审批
6.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7.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8.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乙级、丙级资质认定
9.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10.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认定（专业乙级及以下）
11.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
12.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
13.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认定
14.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定（二级及以下）
15.商品房预售许可
16.建筑业企业资质认定（总承包特级、一级及部分专业一级除外）
17.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认定（乙级）
18.二级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认定
19.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
20.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许可[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审核
21.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认定（部分乙级及以下）
22.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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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房地产开发资质注销
2.单位、组织和个人投资建设除城市道路外的其他市政公用设施的审批
3.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4.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认定（三级、部分二级专业承包资质）
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6.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7.房地产开发暂定资质核定四级
8.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建设、设置广告、举办大型游乐活动以及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活动许可
9.商品房预售许可
10.房地产开发企业四级、暂定级资质核定

县（区）级：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备案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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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1.4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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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供水单位供水水质和水压不符合国家规定、擅自停止供水或者为履行停水通知、供水设施发生故障未及时抢修的处
罚
2.对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不履行规定义务的处罚
3.对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然气设施，建设单位未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
案，或者建设单位、施工单位采取相应安全保护措施的处罚
4.对擅自变动或者破坏房屋建筑抗震构件、隔震装置、减震部件或者地震反应观测系统等抗震设施的处罚
5.对新建住宅建筑建设工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不符合规定条件交付使用的处罚
6.对在工程发包与承包中索贿、受贿、行贿的处罚
7.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处罚
8.对勘察、设计单位未依据项目批准文件，城乡规划及专业规划等要求编制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处罚
9.对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的，或者违反规定进行分包的处罚
10.对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不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技术标准施工，偷工减料的处罚
11.城市道路占用（临时占用）费或挖掘费修复费征收
12.对二、三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处罚
13.对房地产估价机构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处罚
14.工程施工招标文件备案
15.建筑业劳保费用征收
16.对出租单位、自购建筑起重机械使用单位未按照规定备案的，未按照规定办理注销手续的，未按照规定建立安全技术档案的
处罚
17.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定（二级及以下）
18.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验收进行监督
19.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的处罚
20.对勘察、设计单位未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设计单位指定建筑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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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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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1.5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强制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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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1.6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征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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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征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凭借国家政权，依法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强制地、无偿地征集金钱或实物的行为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城市道路占用（临时占用）费或挖掘费修复费征收
2.建筑业劳保费用征收
3.对公有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租金的征收

市级：1.城建费用征收；2.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的征收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征收种类 zszl C(字符型) 1 √
0=税收征收；1=资源费征收；2=建设资金征收；3=排污费征
收；4=滞纳金征收；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征收；9=其他
（可多选）

4 征收内容 zsnr C(字符型) 2000 √

5 征收日期 z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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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征收机关 zsjg C(字符型) 200 √

7 征收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s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1.7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给付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在公民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依法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与物质有关权益的
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建筑行业劳保统筹费用给付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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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给付类型 jflx C(字符型) 1 √
0=抚恤金；1=特定人员离退休金；2=社会救济、福利金；3=
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4=特定对象补贴；9=其他（可多
选）

4 给付内容 jfnr C(字符型) 2000 √

5 给付日期 j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给付决定机关 jfjg C(字符型) 200 √

7 给付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1.8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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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的监督
2.对建筑市场以及建筑业企业的检查
3.对城市道路、桥涵、排水设施、防洪设施、照明设施的巡视检查
4.对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5.新建、改建、扩建燃气、热力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6.对建筑工程发承包计价活动的监督检查
7.对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监督检查
8.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检查
9.对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的检查
10.对全省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活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11.传统村落保护的监督检查
12.建设工程造价的监督检查
13.对保障性住房的退出和交易的监督检查
14.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的监督检查
15.对城市供水的监督检查
16.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
17.对建筑节能法律、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18.对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监督检查
19.建筑市场方面重大违法违规问题执法检查
20.对棚户区改造、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的监督检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燃气经营生产安全运行的检查
21.对供热单位的能源消耗情况及指标的检查
22.建筑设备监督管理
23.申报建筑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中的监督
24.对燃气的工程建设、经营、使用、设施保护、燃气燃烧具安装维修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25.质量检测机构监督管理
26.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活动的监督检查。
27.建筑工程的开标、评标、定标的监督检查
28.对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质量的监督检查
29.对劳保费专户检查
30.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和保护情况监督检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道路建设、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工作以及城市桥
梁检测和养护维修活动的监督
31.建筑业企业资质监督检查
32.对房地产估价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33.城镇绿化监督检查......等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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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1.9行政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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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
2.职业（工种）技能鉴定
3.陕西省建筑节能产品技术认定
4.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认定
5.绿色生态居住小区
6.施工图审查机构资格确定
7.陕西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
8.对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确认
9.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
10.建立古树名木档案和标记
11.职业（工种）技能鉴定
12.装配式建筑试点示范
13.职业（工种）技能鉴定
14.绿色生态城区建设示范
15.陕西省用水器具的认证

市级：1.购房资格审核
2.经济适用住房退出审核
3.人才安居资格审核
4.经济适用房差价款审核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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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1.10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第 592 页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陕西省节水型城市创建
2.对在城市照明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3.陕西省工程建设工法
4.对在建筑市场管理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5.陕西省传统村落名录
6.对在住房保障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7.对长期从事市容环卫作业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奖励
8.对创建建筑强县成绩突出的县（市、区）的奖励
9.对在推广应用新技术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10.全省保障性住房小区“和谐社区·幸福家园”创建活动
11.对省级勘察设计大师的奖励
12.陕西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13.对提高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水平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奖励
14.对在城市照明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15.省级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区评选
16.陕西省建筑施工企业优秀项目经理的表彰
17.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和文化旅游名镇（街区）建设
18.陕西省县城建设先进县
19.对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20.陕西省工程造价咨询20强企业评价                                                                                                      
21.对于在城市公厕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和奖励
22.省优质工程“长安杯”和文明工地评选
23.对城镇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24.省级（生态）园林城市（县城、城镇）评比
25.对在城建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26.陕西省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
27.在防震减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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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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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工程施工招标文件备案
2.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验收进行监督
3.书面评标报告备案
4.无标准的建筑节能新技术新材料工程应用技术审查
5.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可以不进行施工招标的批准
6.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
7.工程建设项目邀请招标审批
8.最高限价及其成果文件备案
9.工程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备案
10.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跨省承接业务备案
11.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备案
12.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13.评标专家入库审批
14.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跨省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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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用于房屋权属登记等房产管理的房产测绘成果审核
2.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备案
3.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4.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5.商品房现房销售备案
6.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返还
7.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审核
8.工程施工招标文件备案
9.组织申报、审查推荐省级建设科技项目
10.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
11.最高限价及其成果文件备案
12.城市配套费减免核审
13.建设工程招投标备案
14.项目及调剂补贴的审核
15.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备案
16.《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实施监督通知书》核发
17.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可以不进行施工招标的批准
18.建筑节能专项审核
19.对施工作业需要穿越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方案审查
20.书面评标报告备案[市住建局]西安市建筑工地农民工业余学校备案
21.工程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备案
22.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除告知备案
23.工程建设项目邀请招标审批
24.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或首次安装前备案                                                                                                   
25.对单位住房公积金开户、变更、注销核准                                                                                                                    
26.住房公积金贷款核准和管理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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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1.12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1042002150001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200215住房公积金缴存信息（公共信用类-住房公积金缴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单位住房公积金开户、变更、注销和缴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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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单位性质 dwxz C（字符型） 200 √

4 缴存年月起 jcny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5 缴存年月止 jcnyz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6 公积金账号 gjjzh C（字符型） 30 √

7 公积金开户日期 gjjkh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8 征缴单位全称 zjdwqc C（字符型） 200 √

9 征缴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j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征缴日期 z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初次登记日期 ccd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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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缴存比例 jcbl N（数值型） (10,4) √

13 缴存人数 jcrs N（数值型） 10 √

14 公积金缴存总额 gjjjcz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15 住房补贴缴存总额 zfbtjcz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16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8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1.13住房公积金单位欠缴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住房公积金单位欠缴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住房公积金缴存信息（公共信用类-住房公积金缴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住房公积金单位欠缴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住房公积金单位欠缴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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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欠费人 qf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欠费人代码 qfrdm C（字符型） 18 √ 机构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欠缴类型名称 qjlxmc C（字符型） 100 √

7 欠费开始日期 qf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欠费统计截止日期 qftj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欠费量 qfl C（字符型） 100 √

10 欠费金额 qfj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11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2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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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1.14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住房公积金缴存信息（公共信用类-住房公积金缴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缴存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个人账户 grzh C(字符型)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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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人账户状态 grzhzt C(字符型) 30 √

6 单位账号 dwzh C(字符型) 18 √

7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8 单位月缴存额 dwyjc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9 单位缴存比例 dwjcbl C(字符型) 10 √

10 开户日期 kh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最近交易日期时间 zjjyrq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2 个人账户余额 grzhy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13 个人缴存基数 grjcjs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14 个人缴存比例 grjcbl C(字符型) 10 √

15 个人月缴存额 gryjc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16 职工账户销户日期 zgzhxh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1.15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住房公积金缴存信息（公共信用类-住房公积金缴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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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贷款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贷款发放日期 dkf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5 贷款结清日期 dkj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6 贷款期数 dkqs C(字符型) 10 √

7 逾期本金 yqbj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8 逾期次数 yqcs C(字符型)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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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累计逾期次数 ljyqcs C(字符型) 10 √

10 最新交易日期 zxj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1.16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信息；2.工程建设领域黑名单信息；3.物业服务企业黑名单信息；4.安全生产领域失信主体名单
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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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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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1.17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城镇建设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管理工作先进表彰信息；2.陕西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表彰信息；突出贡献的单位和
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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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1.18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招投标违法或失信信息；2.资质申报违法或失信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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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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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1.19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共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公共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建筑行业的信用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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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5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6 认定机构名称 rdjgmc C(字符型) 200 √

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认定结果有效期始 rd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结果有效期止 rd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2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1.20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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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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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1.21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移出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信息；2.移出工程建设领域黑名单信息；3.移出物业服务企业黑名单信息；4.移出安全生产
领域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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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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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1.22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区）公积金管理中心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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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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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1.23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区）公积金管理中心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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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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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2交通运输部门

32.1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交通运输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市交通运输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人员资格信息

市级：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人员资格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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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5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职业技能名称 zyjnmc C(字符型) 50 √

7 职业技能等级 zyjndj C(字符型) 10 √

8 职业技能证书号 zyjnzsh C(字符型) 24 √

9 职业技能取得日期 zyjnq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职业技能审批单位 zyjnspdw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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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2.2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交通运输领域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注册造价工程师；2.注册土木工程师；3.注册验船师

共享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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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2.3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交通运输领域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公路建设市场从业人员职业资格信息
2.道路运输市场从业人员职业资格信息
3.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从业人员职业资格信息                                                                                                 
4.水路运输市场从业人员职业资格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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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5 职业从业资格名称 zycyzgmc C(字符型) 50 √

6 职业从业资格等级 zycyzgdj C(字符型) 10 √

7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4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从业资格有效期至 c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核发机构 hfjg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第 622 页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2.4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市交通运输局、县（区）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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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交通无线电台—船舶识别码（含水上移动业务标识、呼号）核发
2.建设港口设施使用非深水岸线审批
3.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4.交通无线电台—船舶执照核发
5.装卸管理人员资格认可
6.涉路施工活动许可
7.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8.国家重点公路工程设计审批
9.在公路周边一定范围内因抢险、防汛需要修筑堤坝、压缩或者拓宽河床许可
10.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11.更新采伐护路林审批
12.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13.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或者使公路改线审批
14.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审批
15.港口内进行危险货物的装卸、过驳作业许可
16.港口采掘、爆破施工作业许可
17.国家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18.国家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19.在公路增设或改造平面交叉道口审批等[省交通运输厅]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20.通航建筑物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审批
21.交通无线电台—水上专用频率（岸台）审批
22.通航建筑物运行方案审批
23.港口危险货物作业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24.国际道路旅客运输许可
25.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资格认可
26.设置非公路标志审批
27.船舶安全检验证书核发
28.船员适任证书核发
29.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注册
30.公路收费标准审核
31.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
32.收费公路收费站设置审核
33.国家重点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34.国家重点公路工程设计审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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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2.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核发
3.跨越、穿越公路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或者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许
可                                               4.公路、港口、航道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5.《道路运输证》配发
6.船舶检验及证书核发
7.在公路桥梁两侧规定范围内进行抽取地下水、架设浮桥等活动的许可
8.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
9.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核发
10.出租汽车经营权许可
11.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12.新增客船、危险品船投入运营审批
13.公路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公路工程专业丙级监理资质
14.在公路增设或改造平面交叉道口审批
15.道路货运经营许可
16.客运班线设立、延续、变更、暂停和终止运营许可
17.公路、港口、航道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设计变更审批
18.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19.车辆运营证核发
20.出租汽车经营许可[市交通局]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21.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
22.专用航标设置、撤除、位置移动和其他状况改变审批
23.内河船员职务适任证书签发
24.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许可
25.船舶进入或穿越禁航区审批
26.设置非公路标志审批
27.货运驾驶从业资格证许可
28.通航水域岸线安全使用和水上水下活动许可
29.船舶国籍证书核发
30.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认定[市交通局]公路、航道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31.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许可
32.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33.大型设施、移动式平台、超限物体水上拖带审批
34.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或者使公路改线审批......等

县（区）级：1.道路货运经营许可；2.大型设施、移动式平台、超限物体水上拖带审批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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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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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2.5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信息-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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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1.对单位和个人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做出禁止行为的处罚
2.对出租车辆异地营运行为的处罚
3.对未经安全条件审查，新建、改建、扩建港口危险货物建设项目的处罚
4.对出租车驾驶员违反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的处罚
5.对未经依法批准在港口进行可能危及港口安全的采掘、爆破等活动的，向港口水域倾倒泥土、砂石的处罚
6.对超限车辆使用汽车渡船或者擅自在公路上行驶的处罚
7.对未经批准的公路建设项目擅自施工的处罚
8.对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处罚
9.对超越许可的事项，从事货运站经营的处罚
10.对未取得道路运输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的处罚
11.对未按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公路养护作业的处罚
12.对未按照规定悬挂国旗，标明船名、船籍港、载重线的处罚
13.对船舶、浮动设施未持有合格的检验证书、登记证书或者船舶未持有必要的航行资料，擅自航行或者作业的处罚
14.对公路建筑控制区内违法修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埋设管、杆线、电缆等设施的处罚
15.对拒绝、阻碍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法履行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处罚
16.对危害航道设施和航道通航安全行为的处罚
17.对水路运输经营者未按规定要求配备海务、机务管理人员的处罚
18.对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者未按照本规定要求配备相应海务、机务管理人员的处罚
19.对公路工程未交工验收试运营，交工验收不合格试运营，未备案试运营的处罚
20.对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测不合格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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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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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2.6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

第 630 页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强制卸载违法超限车辆超限货物
2.对省管高速公路的公路内遗洒物、障碍物或者污染物的立即清除
3.强制拖离或者扣留采取故意堵塞固定超限检测站点通行车道、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等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的，采取
短途驳载等方式逃避超限检测的车辆
4.强制拆除或补救导致航道通航条件严重下降的建设项目的代履行
5.对在省管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遮挡公路标志或者妨碍安全视距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的拆除
6.在高速公路范围内扣留经批准但未按照指定时间、路线和速度行驶的超限运输车辆
7.强制拆除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违法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擅自埋设的管线（道）、电缆等设施
8.对未经批准擅自在省管高速公路的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擅自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拆除
9.安排超载车辆旅客改乘或者强制卸货
10.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暂扣车辆的行政行为
11.对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扩建建筑物、地面 构筑物或者未经许可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的代履行
12.拆除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
13.代为拆除违反航道通航条例影响评价的规定建成的项目
14.拍卖或者依法处理交通行政执法中扣押的车辆、工具等财物
15.强制拆解应报废的渔船
16.对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交通运输设施、设备、器材以及违法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17.扣留造成公路、公路附属设施损坏，拒不接受公路管理机构现场调查处理当事人的车辆、工具
18.强制拆除收费公路终止收费后，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不及时拆除收费设施
19.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驶的车辆采取防护措施的代履行
20.拆除未经批准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建筑物、地面构造物其他设施遮挡公路标志妨碍安全视距或者擅自埋设管（杆）线、
电缆等设施的代履行
21.强制拆除擅自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的非公路标志
22.扣留未按照指定时间、路线和速度行驶的车辆，以及未携带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的车辆
23.对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未按规定养护的，责令停止收费或者指定其他单位进行养护
24.强制拆除非法使用的重要设备、部件和材料或者暂扣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25.在高速公路范围内扣留经批准但未随车携带超限运输通行证的超限运输车辆
26.对擅自在公路上设立收费站（卡）收取车辆通行费或者应当终止收费而不终止的强制拆除
27.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省属交通运输生产经营单位采取停止供电、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第 631 页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2.7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征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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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征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凭借国家政权，依法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强制地、无偿地征集金钱或实物的行为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市交通运输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内河船员职务适任证书考试收费
2.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考务费征收
3.收取车辆通行费
4.收取公路赔（补）偿费

市级：公路车辆通行费征收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征收种类 zszl C(字符型) 1 √
0=税收征收；1=资源费征收；2=建设资金征收；3=排污费征
收；4=滞纳金征收；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征收；9=其他
（可多选）

4 征收内容 zsnr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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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征收日期 z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征收机关 zsjg C(字符型) 200 √

7 征收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s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2.8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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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辖区货运源头单位装载行为的监督检查
2.对出租汽车运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3.机动车维修质量监督检验
4.对渔业船舶的检验证书和技术状况进行检查
5.水上交通安全监督检查
6.对公路工程、涉路施工项目完工验收和检查监督
7.对辖区道路运输经营活动进行检查
8.对水上漂流活动的安全情况、运营情况的监督检查
9.对公路建设从业单位的质量与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建立、规章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10.对公路路政管理的监督检查
11.对水路运输市场的监督检查
12.内河船员管理监督检查
13.对煤炭、水泥等货物集散地以及货运站等场所进行监督检查
14.对办理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检查
15.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现场监督检查
16.对湖泊、水库以及公园、风景区水域中的游览船舶安全的监督检查
17.对公路水运工程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18.公路、建筑控制区、车辆停放场所、车辆所属单位的监督检查
19.公路超限运输检查
20.实施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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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2.9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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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公路水运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考核发证
2.道路运输车辆达标车辆核查认定
3.客运站站级核定
4.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技术服务能力认定
5.收费公路的鉴定和验收
6.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考试考核员认定
7.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加分的奖励
8.网约车平台涉及信息网络安全的线上能力认定
9.在公路桥梁两侧规定范围内疏浚作业的确认
10.公路施工作业验收
11.公路工程交工验收向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12.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考核
13.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
14.公路工程综合类甲、乙、丙级和专项类及水运工程材料类甲、乙、丙级、水运工程结构类甲、乙级试验检测机构等级的资格
认定

市级：1.营运客车类型等级评定
2.船舶登记（含所有权、变更、抵押权、注销、光船租赁、废钢船）
3.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签发
4.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5.客运站站级核定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第 637 页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2.10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出租车经营者和驾驶员先进事迹的奖励
2.捞获水上漂流航标，主动送交航标管理机关的奖励
3.对保护航标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4.及时制止危害航标的行为，防止事故发生或者减少损失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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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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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2.11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裁决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
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裁决客运经营者发车时间安排纠纷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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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裁决种类 cjzl C(字符型) 1 √
0=侵权纠纷；1=补偿纠纷；2=损害赔偿纠纷；3=权属纠纷；
4=国有资产产权；5=专利强制许可；6=经济补偿；7=民间纠
纷；9=其他

4 裁决内容 cjnr C(字符型) 2000 √

5 裁决事由 cjsy C(字符型) 2000 √

6 法律依据 flyj C(字符型) 2000 √

7 裁决机关 cjjg C(字符型) 200 √

8 裁决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裁决日期 c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2.12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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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制造、改造渔业船舶设计图纸、技术文件审批
2.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活动停止经营部分或者全部班轮航线备案；水路货物班轮运输业务经营者经营的船舶以及班期、
班次和运价；变更班期、班次、运价或者停止经营部分或者全部班轮航线备案
3.在公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下游各500米范围内依法进行疏浚作业批准
4.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三级评价机构备案
5.包车客运标志牌核发
6.重点港口建设项目（含新建、改建、扩建）招标备案
7.社会化卫星定位系统监控平台备案

市级：1.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
2.包车客运标志牌核发
3.在公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下游各500米范围内依法进行疏浚作业许可
4.国内建造普通货船；国内购置或光租普通货船投入运营备案
5.高速公路中断交通施工作业审核
6.客运车辆《进站证》办理
7.客运站站级验收
8.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
9.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设立分公司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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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2.13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政府专项资金项目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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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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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2.14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运输物流行业严重失信黑名单信息；2.城市轨道交通领域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第 645 页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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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5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拒绝海事管理机构现场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处罚对伪造、变造、买卖、租借、冒用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船
员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的，或者以欺骗行为获取船舶、浮动设施、货物集装箱的检验证书
2.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国际道路运输经营的、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从
事国际道路运输经营的、超越许可的事项，非法从事国际道路运输经营
3.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
4.破坏卫星定位装置以及恶意人为干扰、屏蔽卫星定位装置信号；伪造、篡改、删除车辆动态监控数据
5.不按规定使用道路运输业专用票证或者转让、倒卖、伪造道路运输业专用票证的处罚；对承包单位弄虚作假、无证或越级承
揽工程任务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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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2.16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共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公共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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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公路建设市场工程设计企业信用评价信息
2.公路建设市场高速公路施工企业信用评价信息                                                                                 
3.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市场监理企业信用评价信息
4.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市场试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5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6 认定机构名称 rdjgmc C(字符型) 200 √

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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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认定结果有效期始 rd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结果有效期止 rd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2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2.17交通物流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交通物流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仓储物流信息（业务经营类-仓储物流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交通物流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目录 省级：交通物流信用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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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企业名称 qy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 fddbr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18 √

6 资质等级名称 zzdjmc C（字符型） 100 √

7 资质证书号 zzzsh C（字符型） 30 √

8 有效起始日期 yxq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9 有效截止日期 yx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0 资质证书核发日期 zzzsh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资质证书核发机关 zzzshfjg C（字符型） 100 √

12 资质证书状态 zzzs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吊销；2=注销；9=其他

13 业务范围 ywfw C（字符型） 200 √

14 是否有不良行为 sfyblxw C（字符型） 1 √ 0=否；1=是

15 不良行为记录 blxwjl C（字符型） 2000 √

第 651 页



16 报送单位 bsdw C（字符型） 100 √

17 报送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bs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2.18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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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2.19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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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移出运输物流行业严重失信黑名单信息；2.移出城市轨道交通领域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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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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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0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市交通运输局、县（区）交通运输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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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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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交通运输厅、市交通运输局、县（区）交通运输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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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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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水利部门

33.1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市水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技能人员职业技能资格信息

市级：技能人员职业技能资格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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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5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职业技能名称 zyjnmc C(字符型) 50 √

7 职业技能等级 zyjndj C(字符型) 10 √

8 职业技能证书号 zyjnzsh C(字符型) 24 √

9 职业技能取得日期 zyjnq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职业技能审批单位 zyjnspdw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3.2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水利建造师执业信息；2.工程造价执业资格信息；3.注册土木工程师

共享属性 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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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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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3.3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员资格；2.工程监理资格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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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职业从业资格名称 zycyzgmc C(字符型) 50 √

6 职业从业资格等级 zycyzgdj C(字符型) 10 √

7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4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从业资格有效期至 c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核发机构 hfjg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3.4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市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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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利用堤顶、戗台兼做公路审批
2.坝顶兼做公路审批
3.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乙级）
4.国家基本水文测站设立和调整审批
5.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
6.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规划审核
7.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
8.河道采砂许可
9.城市建设填堵水域、废除围堤审核
10.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1.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工程的审批
12.大中型水库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审批
13.专用水文测站的审批
14.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15.取水许可
16.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17.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渔塘许可
18.对水库大坝（水闸）安全鉴定意见的审定
19.不同行政区域边界水工程批准
20.挖掘、占用、利用、跨（穿）越水工程设施建设活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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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
2.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的节约用水设计方案审批
3.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4.确需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审批
5.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水库审批
6.取水许可
7.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8.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渔塘许可
9.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0.地下水凿井施工核准
11.河道采砂许可
12.计划用水指标审批及调整
13.城市二次供水审批
14.对水库大坝（水闸）安全鉴定意见的审定
15.挖掘、占用、利用、跨（穿）越市属水工程设施建设活动审批
16.城市建设填堵水域、废除围堤审核
17.污水处理设施、再生水利用设施设计方案审查
18.不同行政区域边界水工程批准
19.挖掘、占用、利用、跨（穿）越水工程设施建设活动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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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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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3.5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擅自修建涉河建设项目的处罚
2.对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处罚（水利行业或领域）
3.对水利工程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违规检测的处罚
4.对承包单位将承包的水利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处罚
5.对水利工程项目法人及其工作人员收受监理单位贿赂、索取回扣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处罚
6.水利工程由于监理单位；咨询、勘测、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设备、原材料等供应单位责任造成质量事故的处罚
7.对水利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
书承揽工程的处罚
8.对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的；在堤防、护堤地建房、放牧、开渠、打井、挖窖、葬坟、晒粮、存放物料、开采地下
资源、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开展集市贸易活动的处罚
9.对在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取土、挖沙、采石、淘金、钻探、埋设管道、爆破和倾倒废弃的处罚
10.对企事业单位擅自设立水文测站的处罚
11.对水利工程施工单位挪用列入建设工程概算的安全生产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的处罚
12.对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处罚（水利行业或领域）
13.对在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种植高杆作物、堆放物料、修建建筑物、停靠船只的处罚
14.水利工程中建筑起重机械的产权单位、使用单位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或者使用登记的处罚
15.对水利工程建设招标人在不同媒介发布的同一招标项目的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的内容不一致，影响潜在投标人申请资
格预审或者投标的处罚
16.对毁损、盗窃水工程物资、器材、设备、标志的处罚
17.对违反渭河流域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的处罚
18.对为水利建设工程提供机械设备和配件的单位，未按照安全施工的要求配备齐全有效的保险、限位等安全设施和装置的处罚
19.对未按照规划治导线整治河道和修建控制引导河水流向、保护堤岸等工程，影响防洪的处罚
20.对水利工程施工单位未履行施工质量和安全生产义务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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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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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3.6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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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未经同意擅自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的强制拆除
2.对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工程设施的强制拆除，恢复原状
3.对逾期不履行清理乱倒的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的，由指定的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
承担。
4.对逾期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加收滞纳金
5.对违法围海造地、围湖造地、围垦河道的强制恢复
6.对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且逾期仍不治理的代履行
7.对未经批准擅自设置或者撤销渡口的强制拆除或者代恢复
8.对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擅自建设取水工程或者设施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或封闭
9.对擅自修建水工程，或者建设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河、跨河、临河建筑物、构筑物，铺设跨河道路，电缆且逾期不拆除的，
予以强制拆除
10.强制实施启用蓄滞洪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拦、拖延
11.造成水土流失行为的机械、设备查封、扣押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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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3.7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征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凭借国家政权，依法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强制地、无偿地征集金钱或实物的行为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市水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2.农业灌溉水费征收

市级：1.污水处理费征收；2.河道采砂管理费征收；3.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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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征收种类 zszl C(字符型) 1 √
0=税收征收；1=资源费征收；2=建设资金征收；3=排污费征
收；4=滞纳金征收；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征收；9=其他
（可多选）

4 征收内容 zsnr C(字符型) 2000 √

5 征收日期 z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征收机关 zsjg C(字符型) 200 √

7 征收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s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3.8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给付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给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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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在公民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依法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与物质有关权益的
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防汛抗旱费用补偿或救助；2.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直补资金给付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给付类型 jflx C(字符型) 1 √
0=抚恤金；1=特定人员离退休金；2=社会救济、福利金；3=
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4=特定对象补贴；9=其他（可多
选）

4 给付内容 jfnr C(字符型) 2000 √

5 给付日期 j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给付决定机关 jfjg C(字符型) 200 √

7 给付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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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3.9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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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地下水取水工程监督检查
2.对水土保持的监督检查
3.水利建设工程的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4.对水利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的监督检查
5.对水库移民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后期扶持 资金的监督检查
6.渭河流域规划实施监督检查
7.水土保持监测检查
8.对取水许可实施和水资源费征收、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9.对水库大坝进行安全检查及病险水库监督管理
10.本对辖区淤地坝工程前期工作文件审查（审批），建设管理和监督检查
11.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的监督检查
12.水资源配置和节约使用的监督检查
13.关停、报废地下水取水工程办理登记或注销手续监督检查
14.水利规划及投资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
15.对水土保持工程竣工后运行管护监督检查
16.对渭河水量调度的监督检查
17.水土保持重点项目监督检查
18.石头河水库引水工程保护区和水源保护区内建设项目监督检查
19.水事纠纷处理与执法监督检查
20.对水利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省水利厅]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21.水利工程监理监督检查
22.对检测单位及其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检查
23.对工程建设勘测、设计，工程建设质量，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执行强制性条文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24.对河道采砂的检查
25.对水利工程招标投标的监督检查
26.对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作的监督检查
27.对水库、海堤、闸坝、高压电线等设施和房屋的安全检查
28.计划节约用水监督检查
29.对在汛期内水库、闸坝和其他水工程设施的运用监督管理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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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3.10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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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水库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的划定确认
2.水土保持示范园区建设、管理与评审命名
3.取水许可实行分级限额审批、发证和监督管理确认
4.水土保持监测成果质量评价认定
5.不需办理取水许可证确认
6.年度移民人口核查的确认
7.水利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单项合同工程或者中间机组项目法人验收质量评定结论核备
8.水库大坝注册登记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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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3.11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淤地坝建设、管护、防汛抢险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2.对在河道整治、保护、管理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3.对在渭河流域治理和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4.对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5.对防汛抗洪中作出显著成绩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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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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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市水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作验收
2.水库大坝（水闸）注册登记
3.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竣工验收
4.水利工程保证安全生产措施方案的备案
5.水利工程项目法人、水利水电施工企业、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农村水电站等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
6.地下水取水工程施工方案审查和疏干排水方案审批
7.水利工程法人验收质量评定结论核备
8.地下水取水工程现场核验
9.拆除工程和爆破工程相关资料备案
10.水利工程较大质量事故审定、备案
11.水利工程质量等级核备
12.水库大坝降等、报废审批
13.企事业单位、集体或个人修建河道工程审批
14.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
15.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实施方案审批、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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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水土保持项目、淤地坝工程竣工验收
2.水库大坝（水闸）安全鉴定
3.中型水库和重点小型水库汛期安全调度运用计划审批
4.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作验收
5.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竣工验收
6.省级水利风景区评定
7.非城市公共供水单位建设的供水管网接入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的核准
8.建设工程施工可能影响城市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安全的，对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在施工前提出保护方案的批准
9.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
10.小型水库移民安置竣工验收
11.水库大坝（水闸）注册登记
12.水利工程法人验收质量评定结论核备
13.停用节约用水设施的批准
14.因污水处理设施改造、维修、更新或者污水处理工艺重大调整，需要减量运行或者停止运行污水处理设施申请的批复
15.拆除工程和爆破工程相关资料备案
16.水库大坝降等、报废审批
17.小型水库除险加固竣工验收
18.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实施方案审批、核准
19.二次供水设施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的备案
20.水利工程保证安全生产措施方案的备案[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前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21.对在节水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或个人的表彰和奖励
22.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竣工验收
23.水利工程项目法人、水利水电施工企业、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农村水电站等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
24.地下水取水工程现场核验
25.计划用水指标审批及调整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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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3.13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直补资金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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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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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3.14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水利工程建设领域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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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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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3.15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水利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                                                                              
2.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                                                                                                                    
3.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                                                                                                           
4.技术服务单位弄虚作假，伪造、虚报、瞒报水土保持 有关数据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第 687 页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3.16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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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共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公共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水利领域信用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5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6 认定机构名称 rdjgmc C(字符型) 200 √

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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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认定结果有效期始 rd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结果有效期止 rd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2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3.17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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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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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3.18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水利工程建设领域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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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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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3.19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市水务局、县（区）水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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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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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3.20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水利厅、市水务局、县（区）水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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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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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4农业农村部门

34.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主体识别信息（基础登记类-主体识别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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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所属行业 sshy C（字符型） 200 √

4 行业代码 hydm C（字符型） 3 √

5 项目名称 xmmc C（字符型） 200 √

6 项目主要内容 xmzynr C（字符型） 1000 √

7 项目金额 xm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8 项目开始日期 xm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项目结束日期 xmj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9，YYYYMMDD 格式

10 经办单位 jbdw C（字符型） 200 √

11 经办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5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4.2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基础登记类-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第 699 页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高层管理人员的基本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高管类型 gglx C(字符型) 1 √
0=董（理）事；1=监事；2=经理；3=机关、群团负责人；4=
事业单位负责人；9=其他

4 高管姓名 ggxm C(字符型) 100 √

5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7 高管国别 gggb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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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4.3变更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变更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更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更登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机构类型 jg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009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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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变更事项 bgsx C(字符型) 1 √
0=名称；1=住所；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3=注册资本；4=
经营范围；5=组织形式；6=股东信息；7=合并分立；8=经营
期限；9=其他(高管人员)

5 变更前内容 bgqnr C(字符型) 2000 √

6 变更后内容 bghnr C(字符型) 2000 √

7 变更日期 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变更登记机关 bg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9
变更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g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4.4注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注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注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注销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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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注销事项 zxsx C(字符型) 200 √

4 注销种类 zxzl C(字符型) 1 √ 0=注销；1=撤销；2=吊销；9=其他

5 注销原因 zxyy C(字符型) 200 √

包括：1.股东或股东会作出公司解散决议；2.公司依法宣告破
产；3.公司章程规定营业期限届满且不续；4.公司章程或法律
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5.公司因合并、分立解散；6.公司被依
法强制解散；7.公司吊销或撤销后转注销等

6 注销日期 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注销登记机关 zx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8
注销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zx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4.5年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年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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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报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年报年度 nbnd C（字符型） 4 √

4 经营状态 jy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吊销；2=注销；3=迁出；9=其他

5 从业人数 cyrs C（字符型） 10 √ 阿拉伯数字

6 联系电话 lxdh C（字符型） 13 √

7 通信地址 tx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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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邮政编码 yzbm C（字符型） 6 √

9 电子邮箱 dzyx C（字符型） 100 √

10 年报时间 nb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12 资产总额 zc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负债总额 fz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销售（营业）总额或营业总
收入

xs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5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
务收入

zyywsr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利润总额 lr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7 净利润 jlr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8 纳税总额 ns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syzqyhj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20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
公司股权

sftz C（字符型） 1 √ 0=否；1=是

21 对外投资企业名称 dwtzqymc C（字符型） 200 √

2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3 投入资金 trzj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24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25 是否有网店 sfywd C（字符型） 1 √ 0=否；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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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网站/网店类型 wzlx C（字符型） 20 √

27 网站/网店名称 wzmc C（字符型） 200 √

28 网址 wz C（字符型） 100 √

2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3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4.6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市农业农村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职业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信息

市级：职业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第 706 页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5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职业技能名称 zyjnmc C(字符型) 50 √

7 职业技能等级 zyjndj C(字符型) 10 √

8 职业技能证书号 zyjnzsh C(字符型) 24 √

9 职业技能取得日期 zyjnq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职业技能审批单位 zyjnspdw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4.7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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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农业领域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注册验船师信息；2.执业兽医信息

共享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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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4.8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船员资格(含船员、渔业船员)信息；2.乡村兽医资格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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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5 职业从业资格名称 zycyzgmc C(字符型) 50 √

6 职业从业资格等级 zycyzgdj C(字符型) 10 √

7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4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从业资格有效期至 c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核发机构 hfjg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4.9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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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活动的法
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市农业农村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对国家重点保护农业野生植物进行野外考察审批
2.向境外提供农作物（含食用菌）种质资源初审
3.渔业捕捞许可审批
4.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5.从事高致病性或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审批
6.水域滩涂养殖证的审核
7.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8.草种、食用菌菌种质量检验机构资格认定
9.在境内与境外机构和个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蚕遗传资源审批
10.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及撤销登记
11.兽药生产许可证核发
12.新选育或引进蚕品种中间试验同意
13.出口国家重点保护农业野生植物或进出口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所限制进出口的野生植物初审
14.农药和肥料登记
15.猎捕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审批
16.渔业船舶船员证书核发
17.向国外申请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审批
18.转基因水生生物生产加工许可
19.在地方媒体发布兽药广告的审批[省农业农村厅]外商投资企业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
20.重要经济价值的苗种或禁捕怀卵亲体的捕捞许可
21.国家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采集、采伐批准
22.渔业船舶登记
23.蜂、蚕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24.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易感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申报
25.水产苗种进出口审批
26.在境内与境外机构和个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审批
27.转基因棉花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初审
28.跨省引进水生动物等的许可
29.渔业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科研观测调查活动审批
30.农药生产许可
31.草种检验员资格认定审批
32.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初审
33.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的企业审批
34.养殖、科研等特殊需要在禁渔期、禁渔区作业或捕捞名贵水生动物审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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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
2.采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农业类）审批
3.肥料登记
4.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核发
5.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的企业审批
6.饲料添加剂、饲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核发
7.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8.出售、收购、利用、经营、运输、出口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活动的审批、批准
9.农药经营许可
10.蜂、蚕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11.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的农作物种子审批
12.迁移古树名木审批
13.草种经营许可证核发
14.省内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许可
15.兽用生物制品经营许可
16.甘草和麻黄草采集证核发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资格认定
17.外国人对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研究、采集标本和拍摄许可
18.兽药经营许可证核发
19.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改扩建审查[市农业农村局]国内异地引进水产苗种检疫
20.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核发
21.采集、出售、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农业类）审批
22.培育新的畜禽品种、配套系进行中间试验的批准
23.蚕种生产经营许可
24.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资格认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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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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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4.10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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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的，转让、租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
可证的处罚
2.对销售授权品种未使用其注册登记的名称的行为的处罚
3.对牲畜定点屠宰厂（场）未召回其不安全畜类产品的处罚
4.对冒用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名称或者无公害农产品标识的处罚
5.对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违法行为的处罚
6.对兽药生产、经营企业把原料药销售给兽药生产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的，或者兽药经营企业拆零销售原料药的处罚
7.对假冒授权品种的处罚
8.对未办理登记手续擅自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等行为的处罚
9.对实验室未依照规定建立或者保存实验档案的处罚
10.查处未取得维修技术合格证书或使用伪造、变造、过期的维修资格证书从事维修经营的处罚）
11.对发生病原微生物被盗、被抢、丢失、泄露，承运单位、护送人、保藏机构和实验室的设立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报告的
处罚
12.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生产、经营假、劣果树种子苗木的处罚
13.对不能保持农机设备、人员等维修技术条件符合要求的处罚
14.对冒用、使用伪造、出租、出借、转让的牲畜定点屠宰证、章、标志牌，非法从事牲畜屠宰活动的处罚
15.对未取得培训许可擅自从事拖拉机驾驶培训业务的，未按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规定教材进行培训的，聘用未经省级
人民政府农机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人员从事拖拉机驾驶员培训教学工作的处罚
16.对伪造、冒用或使用过期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和标志的处罚
17.对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或者提供病害猪的货主虚报无害化处理数量的处罚
18.对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照而未取得许可证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的处罚
19.对转让、伪造或者变造《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处罚
20.对越权发包土地的；以家庭承包方式发包土地，未按照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数平均分配，发包到户的；剥夺、侵害本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未按规定承包年限发包土地的；逾期未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或者扣留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等确权证书的处罚......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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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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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4.11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及其场所的查封、扣押
2.封存、没收、销毁违法调运的植物和植物产品或者责令改变用途
3.在紧急情况下，对非法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或者进口、出口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实施封存或者扣押
4.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的乳品以及违法使用的生鲜乳、辅料、添加剂和查封涉嫌违法从事乳品
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及扣押用于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
5.阻止正在进行的损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违反财经法纪的行为，封存有关账册和资产
6.扣押未办理登记手续、违反规定载人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7.查封、扣押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农药的工具、设备、原材料、场所
8.查封扣押涉嫌违法从事生鲜乳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及用于违法生产、收购、贮存、运输生鲜乳的车辆、工具、设备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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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4.12行政检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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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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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2.对重大动物疫情监测调查的监督检查
3.对兽药生产企业是否符合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的监督检查
4.对果树种苗规格质量的检查
5.畜禽饲养环境、种畜禽质量、饲料和兽药等投入品的使用以及畜禽交易与运输的监督管理
6.对耕地质量保护的监督检查
7.无公害农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8.对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监督检查
9.对渔业的监督检查
10.对果品的农药残留、重金属等质量安全实施的检查
11.筹资筹劳的监督管理
12.种子市场的监督检查
13.对生鲜乳质量安全及生产、收购、运输环节有关事项的检查
14.对畜禽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
15.对果业发展生产的监督检查
16.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
17.对种畜禽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
18.对农村土地承包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监督检查
19.对外国人的农业野生植物考察活动监督检查
20.本行政区域内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监督检查[省农业农村厅]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综合检查
21.对蚕种质量的监督检查
22.农产品包装和标识进行监督检查
23.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
24.对已命名的现代农业园区项目建设、合同履行、财政补助资金使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情况的考核检查
25.果树种子苗木执法检查
26.对农业机械维修及配件经营的监督管理
27.种子、肥料等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监督检查
28.对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的监督检查
29.农业基本建设项目监督检查
30.对家畜遗传材料生产活动实施监督检查和质量抽查[省农业农村厅]果品、蔬菜、食用菌执法检查
31.对道路外行驶作业的农业机械安全检查
32.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检查
33.对登记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地域范围、标志使用等进行监督检查......等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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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4.13行政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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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市农业农村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确认；2.农机事故责任复核

市级：1.市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农产品加工集中区（企业、合作社）认定；2.农机事故责任复核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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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4.14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后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农机化事业中作出显著成绩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奖励
2.对完成关系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并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植物新品种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奖励
3.对支持、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4.对在动物防疫工作、动物防疫科学研究中做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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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4.15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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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与国外签署涉及水生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协议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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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4.16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农业特殊资金补贴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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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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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4.17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农业农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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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4.18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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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农业“龙头”企业荣誉表彰信息；2.陕西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信息；3.省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表
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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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4.19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假冒授权品种的处罚；对冒用、使用伪造、出租、出借、转让的牲畜定点屠宰证、章、标志牌，非法从事牲畜屠宰活
动                                                       2.伪造、冒用或使用过期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和标志                                                                                                  
3.转让、伪造或者变造《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3.不合格蚕种冒充合格的蚕种、冒充其他企业（种场）名称或者品种的蚕种                                                                                             
4.提供虚假的资料、样品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方式取得许可证明文件                                                                                               
5.假冒、伪造、转让或者买卖农业转基因生物有关证明文书                                                                                          
6.单位和个人伪造、冒用、转让、买卖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                                                                                
7.使用伪造、变造、受让、租用、借用的兽医师执业证书或者助理兽医师执业证书                                                                                             
8.使用伪造、变造的畜禽标识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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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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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4.20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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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4.21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农业农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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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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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4.22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第 736 页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市农业农村局、县（区）农业农村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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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4.23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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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农业农村厅、市农业农村局、县（区）农业农村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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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5商务部门

35.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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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商务厅、市商务局、市商务部门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部分易制毒化学品和石墨类相关制品进出口许可                                                                                              
2.外国非企业经济组织在华设立常驻代表机构审批                                                                                                    
3.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4.货物自动进口许可                                                                                                                             
5.限制进出口技术的进出口许可                                                                                                                   
6.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                                                                                                                        
7.成品油批发、仓储经营资格审批                                                                                                              
8.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资格认定                                                                                                                                
9.货物自动进口许可

市级：1.从事拍卖业务许可                                                                                                                       
2.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                                                                                                                      
3.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4.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                                                                                                                                   
5.货物出口许可证审批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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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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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5.2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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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发卡企业违反单用途商业预付卡资金管理相关规定的处罚
2.对餐饮经营者违法行为的处罚
3.对对外承包工程单位未定期向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其开展对外承包工程的情况，或者未按照规定向有关部门报送业务统计资料
的处罚
4.对家庭服务机构不按服务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等违规行为的处罚
5.对从事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未备案或发生事项变更未申请备案的处罚
6.对对外承包工程单位未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或者在境外发生突发事件，未及时、妥善处理的处罚
7.对企业申请从事成品油经营过程中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或严重违反有关政策和申请程序的处罚
8.对对外承包工程单位通过未依法取得许可或者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中介机构招用外派人员，或者不依照《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
例》规定为外派人员购买境外9.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或者未按照《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存缴备用金的处罚
10.对对外承包工程单位未对外派人员进行安全防范教育和应急知识培训的处罚
11.对家庭服务机构未按要求建立工作档案、跟踪管理制度，对投诉不予处理的处罚
12.对对外承包工程单位未与分包单位订立专门的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分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工程质量和安
全生产管理责任，或者未对13.分包单位的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的处罚
14.对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少于3年的处罚
15.对发卡企业未留存购买预付卡人有限证件号码和联系方式的处罚
16.对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招标人违法行为的处罚
17.对违反洗染行业经营者违法行为的处罚
18.对对外承包工程单位在境外发生突发事件，未立即向中国驻该工程项目所在国使馆（领馆）和国内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处罚
19.对家电维修经营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违法行为的处罚
20.对拍卖企业出租、擅自转让拍卖经营权，雇佣未依法注册的拍卖师或其他人员充任拍卖师主持拍卖活动的的处罚
21.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的处罚
22.对特许人未依法向被特许人提供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的处罚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按规定缴存或者补足备用金相关行为的处
罚
23.对旧电器电子产品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处罚
24.对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机构违法行为的处罚
25.对单张单用途卡充值后资金余额超过限额的处罚
26.对对外承包工程单位未在分包合同中明确约定分包单位不得将工程项目转包或者再分包的处罚
27.对规模发卡企业未按规定建立业务处理系统并保障安全运行质量的处罚
28.对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处罚
29.对特许人未以书面形式向被特许人说明该部分费用的用途以及退还的条件、方式和未按时上报上一年度订立特许经营合同情
况的处罚
30.对成品油经营企业进行年度检查、对不合格企业的处罚.....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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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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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5.3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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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成品油市场的监督检查                                                                                                                   
2.对家庭服务机构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                                                                                                            
3.对旧电器电子产品经营者和市场的检查                                                                                                          
4.对家电维修服务业的监督检查                                                                                                                 
5.对成品油市场的检查                                                                                                                         
6.对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的单用途卡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状况的监督检查                                                                            
7.对零售商或供应商公平交易行为的督查检查                                                                                                                          
8.对餐饮行业开展反食品浪费相关行为的检查                                                                                                          
9.对零售商促销行为的监督检查                                                                                                                    
10.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依照本条例规定缴存或补足备用金的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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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5.4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商务厅、市商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经第三地转投资的台湾投资者确认；2.牵头组织对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免、退税资格进行审核认定

市级：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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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5.5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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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商务厅、市商务局、县（区）商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协议国家的纺织品出口原产地证核发                                                                                                                                 
2.集团发卡企业、品牌发卡企业备案                                                                                                             
3.企业境外投资（涉及非敏感国家和地区、非敏感行业）备案                                                                                           
4.自由类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                                                                                                                  
5.省内或跨省从事商业特许经营活动的内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备案

市级：1.拍卖企业的年审                                                                                                                        
2.软件出口合同登记                                                                                                                               
3.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备案                                                                                                                     
4.规模发卡企业备案                                                                                                                              
5.二手车交易市场和经营主体备案                                                                                                               
6.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和变更                                                                                                               
7.外商投资项目备案（5亿美元以下）

县（区）级：其它发卡企业备案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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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5.6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商务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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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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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5.7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商务厅、市商务局、县（区）商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境外投资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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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5.8弄虚作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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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商务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特许人未依法向被特许人提供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                                                                                                     
2.对外承包工程单位以不正当的低价承揽工程项目、串通投标或者进行商业贿赂                                                                                                                            
3.报废汽车回收企业擅自回收、拆解、改装、拼装、倒卖有犯罪嫌疑的汽车及其“五大总成”                                                                        
4.报废汽车回收企业买卖或者伪造、变造《报废汽车回收证明》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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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5.9品牌认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1042002990004品牌认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品牌认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商务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品牌“老字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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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品牌类型 pplx C(字符型) 1 √ 0=“老字号”；1=原产地标识；9=其他

7 注册商标 zcsb C(字符型) 200 √

8 原产地地址 ycddz C(字符型) 200 √

9 原产地产品范围 ycdcpfw C(字符型) 2000 √

10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2 √

12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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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登记机关名称 djjgmc C(字符型) 200 √

14 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5.10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商务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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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5.11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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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商务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境外投资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第 760 页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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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2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商务厅、市商务局、县（区）商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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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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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3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商务厅、市商务局、县（区）商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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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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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文化和旅游部门

36.1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证书信息；2.导游资格证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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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职业从业资格名称 zycyzgmc C(字符型) 50 √

6 职业从业资格等级 zycyzgdj C(字符型) 10 √

7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4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从业资格有效期至 c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核发机构 hfjg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6.2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县（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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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演出经纪机构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审批
2.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审批
3.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4.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审
批
5.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审批
6.游戏游艺设备内容审核
7.举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审批
8.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审批
9.举办台湾地区的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审批
10.涉外营业性艺术品展览审批活动
11.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审批
12.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
动审批
13.外商投资旅行社业务许可
14.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15.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内地方控股的合资文艺表演团体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审批
16.一般艺术品进出口经营活动审批
17.导游证核发
18.设立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审批
19.举办外国的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审批
市级：1.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借用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审批
2.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修缮计划和施工设计方案的许可
3.出土文物在移交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前复制和对外展示的许可
4.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或者古建筑改变用途审核
5.建设工程涉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审批
6.迁移、重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的许可
7.市级博物馆处理不够入藏标准、无保存价值的文物或标本审批
8.旅行社设立许可
9.需进行文物考古调查、勘探的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审批
10.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审批
11.博物馆一级以下(不含一级)文物藏品取样分析的许可
12.小功率的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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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1.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借用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审批
2.县级文化类社会团体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
3.可移动文物定级的备案
4.对县级少体校的设立、变更、终止的初审
5.不可移动文物的登记和公布
6.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审批
7.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修缮计划和施工方案许可
8.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审批
9.迁移、重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的许可
10.[新城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申请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审批
11.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点审批
12.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途的备案
13.县级体育社会团体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初审
14.县级博物馆处理不够入藏标准、无保存价值的文物或标本审批
15.建设工程涉及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实施原址保护措施审批
16.文物收藏单位藏品档案备案
17.艺术考级机构考级情况备案
18.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或者古建筑改变用途审核
19.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保护单位认定
20.文艺表演团体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审批
21.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企业的设立、变更审批
22.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23.娱乐场所从事娱乐经营活动审批
24.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及以下文物保护单位（含省级水下文物保护单位、水下文物保护区）的认定
25.县级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的备案
26.文物保护单位（含水下）的核定
27.营业性演出审批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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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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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6.3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旅行社虚假宣传，误导游客以及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行为的处罚
2.对旅行社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欺骗、胁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需要另行
付费的游览项目的处罚
3.对旅行社违反旅游合同约定，造成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不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的处罚
4.对未取得相应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的；分社的经营范围超出设立分社的旅行社的经营
范围的；旅行社服务网点从事招徕、咨询以外的活动的处罚
5.对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以及被吊销或撤销娱乐经营许可证逾期未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的处罚
6.对旅行社转让、出租、出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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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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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6.4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旅游经营行为的检查
2.对社会艺术水平等级考评活动的检查
3.对营业性演出的检查
4.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5.对网络游戏的监督检查
6.对文化市场经营活动的检查
7.对互联网文化活动的检查
8.对娱乐场所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9.对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10.对美术品经营活动的检查
11.旅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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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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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6.5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单位）命名
2.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组织推荐评审认定
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组织推荐评审认定
4.4A及以下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
5.拟入境进行营业性演出的外国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出具工作证明
6.丙级旅游规划设计单位资质评定
7.动漫企业认定
8.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组织推荐
9.降低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资格确认
10.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的组织推荐评审认定
11.入境团队旅游邀请函
12.出境游名单审核

市级：1.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及以下文物保护单位（含省级水下文物保护单位、水下文物保护区）的认定
2.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保护单位认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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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6.6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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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在农村、工矿企业进行演出以及为少年儿童提供免费或者优惠演出表现突出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员的表彰
2.对在艺术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和奖励
3.对作出突出贡献的营业性演出社会义务监督员的表彰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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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6.7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裁决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
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决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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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裁决种类 cjzl C(字符型) 1 √

0=侵权纠纷；1=补偿纠纷；2=损害赔偿纠纷；3=权属纠纷；
4=国有资产产权；5=专利强制许可；6=经济补偿；7=民间纠
纷；9=其他

4 裁决内容 cjnr C(字符型) 2000 √

5 裁决事由 cjsy C(字符型) 2000 √

6 法律依据 flyj C(字符型) 2000 √

7 裁决机关 cjjg C(字符型) 200 √

8 裁决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裁决日期 c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6.8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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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省级文化艺术类基金会登记（设立、变更、注销）前置审批
2.艺术考级机构考级情况备案
3.省级文化类社会团体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批

市级：1.市级文化类社会团体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
2.文物保护单位（含水下）的核定
3.文物收藏单位藏品档案备案
4.可移动文物定级的备案
5.市级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的备案
6.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途的备案
7.艺术考级机构考级情况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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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6.9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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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第 782 页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6.10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文化市场黑名单或旅游市场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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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6.11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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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表现突出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员的表彰
2.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和奖励
3.突出贡献的营业性演出社会义务监督员的表彰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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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6.12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旅行社虚假宣传，误导游客以及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行为的惩罚

市级：对旅行社虚假宣传，误导游客以及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行为的惩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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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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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6.13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共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公共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4A及以下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2.非遗评定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评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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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5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6 认定机构名称 rdjgmc C(字符型) 200 √

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认定结果有效期始 rd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结果有效期止 rd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2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6.14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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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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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6.15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文化市场黑名单或旅游市场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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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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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6.16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县（区）文化和旅游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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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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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6.17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县（区）文化和旅游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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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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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7卫生健康部门

37.1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100101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执业医师资格信息；2.执业药师资格信息

共享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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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7.2行政许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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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卫生健康委、县（区）卫生健康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人体器官移植医师执业资格认定
2.血站设立及执业审批（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设置除外）
3.除利用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生产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审批
4.医疗机构设置人类精子库审批
5.外籍医师来华短期执业许可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执业许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执业许可
6.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医师申请内地医师资格认定
7.医疗机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许可
8.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9.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单位审批
10.医师资格准入(含台湾地区医师获得大陆医师资格认定、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获得内地医师资格认定)
11.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乙级（除煤矿外）、丙级资质认可
12.护士执业注册
13.艾滋病筛查实验室和确证实验室审批
14.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审批
15.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核发
16.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含港澳台）
17.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
18.对军队转业、复员或者退休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核发《医师资格证书》
19.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核发
20.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定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设置审批
21.单采血浆站设置审批及许可证核发
22.高致病性或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审批
23.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审核
24.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25.职业病诊断资格证书核发
26.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27.医师执业注册（含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许可，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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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医疗机构设置及执业许可（含中医医疗机构）
2.病残儿市级医学鉴定
3.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含港澳台）
4.除利用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生产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审批
5.公共场所卫生许可（除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等）
6.设置戒毒医疗机构或者医疗机构从事戒毒治疗业务许可
7.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8.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许可
9.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
10.护士执业注册
11.外籍医师来华短期执业许可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执业许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执业许可
12.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13.放射诊疗许可
14.医疗广告审查
15.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16.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单位审批
17.医师执业注册（含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许可，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许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
行医许可）
18.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定
19.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审核

县（区）级：1.再生育审批
2.公共场所卫生许可（除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等）
3.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4.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含港澳台）
5.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
6.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
7.医师执业注册（含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许可，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许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
行医许可）
8.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9.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10.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
11.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12.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审核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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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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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7.3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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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医疗卫生机构未经批准擅自从事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病诊断的的处罚
2.对集中式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处罚
3.对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肺结核疫情，或隐瞒、谎报、缓报肺结核疫情的；非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发现确诊或疑似肺结核
患者未按照规定进行转诊的；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未按规定对肺结核患者或疑似肺结核患者诊断治疗或拒绝接诊的；未按规定
严格执行隔离消毒制度，对结核菌污染的痰液、污物和污水4.未进行卫生处理的；故意泄露涉及肺结核患者、疑似肺结核患者
、密切接触者个人隐私有关信息资料的处罚
5.对加工、出售、运输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来自疫区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皮毛，未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消毒处理的
处罚
6.对生产经营、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护用品等不符合规定与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或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
散的处罚
7.在非检疫传染病疫区的交通工具上发现检疫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未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措施的处
罚
8.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未按规定落实的处罚
9.对弃婴、溺婴等或者遗弃、虐待、拒绝抚养子女，因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规避法律、法规将自己生育的子女送别
人抚养的的处罚
10.血站向医疗机构提供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的处罚
11.对医师在职业活动中，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或者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
12.医疗事故处理有关行政处罚
13.对医疗机构未对医务人员职业暴露提供职业卫生防护的处罚
14.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未在规定的冷藏条件下储存、运输疫苗的处罚
15.对临床用血的包装、储存、运输，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处罚
16.对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查、资料收集、采样检验以及监督检查的处罚
17.对甲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乙类传染病中艾滋病、肺炭疽病人拒绝进行隔离治疗的处罚
18.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非医师行医情节严重的处罚
19.对医疗卫生机构发生感染性疾病暴发、流行时，没有及时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并采取有效消毒措施的处罚
20.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隐匿、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处罚对在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除专设地点
外，禁止吸烟工作管理不力单位的处罚
21.宾馆、洗浴、美容美发经营场所的经营者对可能造成艾滋病传播的公用物品和器具未进行严格消毒，不符合国家公共场所卫
生标准要求的处罚
22.道路运输经营者、水路运输经营者，对在车船上发现的检疫传染病病人、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未按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
的处罚
23.生产或者销售无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处罚
24.血站违反输血技术操作规程、有关质量规范和标准的行政处罚......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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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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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7.4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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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强制检疫拒绝隔离、治疗、留验的检疫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和与其密切接触者，以及拒绝
检查和卫生处理的可能传播检疫传染病的交通工具、停靠场所及物资
2.对发生实验室工作人员感染事故、病原微生物泄漏事件或者实验室从事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造成实验室感染事故的预防
、控制措施的行政强制
3.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对人员、疫区、食物、水源等采取控制措施
4.封存有证据证明可能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物品
5.监督销毁用于实验活动的病原微生物或者送交保藏机构
6.查封扣押有证明可能流入非法渠道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7.强制隔离需要接受隔离治疗、医学观察措施的病人、疑似病人和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
8.对发生危害健康事故的公共场所采取临时控制措施以及对被污染的场所、物品予以消毒或者销毁的行政强制
9.对传染病暴发、流行区域内流动人员落实有关卫生防疫控制措施
10.对传染源的隔离检疫消毒控制
11.临时隔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和与其密切接触者
12.查封或者暂扣涉嫌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规定的场所、设备、运输工具和物品
13.对医疗废物处理不当的临时控制措施
14.对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场所内特定区域的人员实施隔离措施
15.对违反《消毒管理办法》的行为采取行政控制措施
16.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17.依法采取强制消毒或者其他必要的交通卫生检疫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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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7.5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给付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在公民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依法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与物质有关权益的
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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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
2.计划生育免费节育避孕给付
3.血吸虫病病人医疗费减免
4.第一类疫苗确定及免费接种、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
5.高龄老人生活保健补贴给付
6.血吸虫病病人医疗费减免
7.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

市级：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临床用血费用核销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给付类型 jflx C(字符型) 1 √

0=抚恤金；1=特定人员离退休金；2=社会救济、福利金；3=
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4=特定对象补贴；9=其他（可多
选）

4 给付内容 jfnr C(字符型) 2000 √

5 给付日期 j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给付决定机关 jf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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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给付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7.6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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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消毒产品的卫生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2.对放射诊疗工作的监督检查
3.对乡村医生从业管理的监督检查
4.对医疗美容服务的行政检查
5.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
6.对卫生行政许可行为和被许可人从事卫生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的监督
7.对医师外出会诊的监督检查
8.对母婴保健工作的监督检查
9.对医师考核工作的监督检查
10.对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机构的监督管理
11.对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的监督
12.医师执业监督检查
13.对产前诊断技术应用的监督检查
14.对人体器官移植的监督检查
15.对职责范围内的职业病防治的监督检查
16.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处方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7.检查爱国卫生制度落实情况
18.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检查
19.对人类精子库的日常监督检查
20.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等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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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7.7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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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全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资格的指定
2.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人员报名资格审定
3.放射医疗工作人员证核发
4.母婴保健医学技术省级鉴定
5.对职业病诊断争议的鉴定
6.《陕西省敬老优待证》的核发
7.负责母婴保健业务工作监测和技术指导的机构的指定
8.对传染病病人尸体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的尸体进行解剖查验的批准
9.对职业病诊断争议的鉴定
10.再生育涉及病残儿医学鉴定
11.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人员报名资格审核

市级：1.办理老年人优待证
2.对职业病诊断争议的鉴定
3.对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认定
4.放射医疗工作人员证核发
5.节育手术并发症市级鉴定
6.西安市老年人优待证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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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7.8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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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两非”案件举报奖励
2.对在爱国卫生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3.对在预防接种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接种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给予奖励
4.无偿献血奖励、先进表彰
5.对卫生统计人员或集体的奖励
6.对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中做出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7.对在母婴保健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在母婴保健科学研究中取得显著成果的组织和个人的奖励
8.对在尘肺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9.对在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10.对在精神卫生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11.对在学校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表彰奖励
12.对医师的表彰奖励
13.对在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14.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奖励
15.对做出突出贡献护士的表彰奖励
16.对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17.对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18.对敬老、养老、助老以及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成绩显著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家庭和对参与社会发展
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年人的奖励
19.职业病防治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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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7.9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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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医疗机构以具体疾病名称作为识别名称的核准
2.对以“中心”作为医疗机构通用名称的医疗机构名称的核准
3.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备案
4.对医疗机构申请停业的批准
5.对调离、退休、退职、被辞退、开除的医师进行备案
6.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

市级：1.与人体健康有关的一级、二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新（改、扩）建备案
2.对调离、退休、退职、被辞退、开除的医师进行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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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7.10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国家或者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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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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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1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医疗卫生行业黑名单信息；2.医药行业失信企业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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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7.12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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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地方病防治工作表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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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7.13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用人单位弄虚作假，指使他人冒名顶替参加职业健康检查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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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7.14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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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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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7.15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移出医疗卫生行业黑名单信息；2.移出医药行业失信企业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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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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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7.16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卫生健康委、县（区）卫生健康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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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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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7.17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卫生健康委、县（区）卫生健康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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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第 830 页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8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38.1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第 831 页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拒绝接收安置退役士兵、拒绝承担安排退役士兵工作任务的单位及相关主要责任人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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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8.2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给付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在公民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依法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与物质有关权益的
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市退役军人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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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退出现役的分散安置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护理费的给付
2.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退役金给付
3.部分优抚对象危房改造资金给付
4.1至4级分散供养残疾士兵购（建）房补助
5.伤残人员抚恤待遇发放
6.建国后参战和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补助金的给付
7.1级至4级分散供养残疾退役士兵购（建）房资金给付
8.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的给付
9.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的给付
10.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参加教育培训培训费和生活补助费给付
11.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费的给付

市级：1.移交地方安置军休干部护理费的给付
2.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津补贴发放
3.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参加教育培训培训费和生活补助费给付
4.军队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士官）丧葬费给付
5.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的给付
6.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费的给付
7.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残疾抚恤金的给付
8.优抚对象医疗保障
9.1至4级分散供养残疾士兵购（建）房补助

县（区）级：1.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残疾抚恤金的给付
2.烈士褒扬金及一次性抚恤金发放
3.退役的因战、因公致残的残疾军人旧伤复发死亡、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含军队离退休人员）、烈士遗属一次性抚恤金
给付
4.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认定及老年生活补助给付
5.优抚对象丧葬补助费给付
6.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大学生奖励金的给付
7.部分抚恤补助对象住院费用的医疗补助给付
8.部分优抚对象临时性生活补助给付
9.部分优抚对象危房改造资金给付
10.部分烈士（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认定及生活补助给付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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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给付类型 jflx C(字符型) 1 √
0=抚恤金；1=特定人员离退休金；2=社会救济、福利金；3=
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4=特定对象补贴；9=其他（可多
选）

4 给付内容 jfnr C(字符型) 2000 √

5 给付日期 j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给付决定机关 jfjg C(字符型) 200 √

7 给付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8.3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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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市退役军人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退出现役残疾军人集中供养的确定
2.伤残等级评定(调整）和伤残证办理
3.伤残等级评定(调整）和伤残证办理
4.对非现役军人、公务员等人员残疾等级的认定和评定
5.伤残抚恤关系接收、转移办理
6.伤残等级评定(调整）和伤残证办理

市级：1.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的认定
2.对非现役军人、公务员等人员残疾等级的认定和评定
3.伤残等级评定(调整）和伤残证办理
4.伤残抚恤关系接收、转移办理

县（区）级：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的认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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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8.4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在省级双拥模范城（县）创建活动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2.授予退役军人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最美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家庭、最美拥军人物奖励的审核
3.优抚安置先进表彰
4.烈士褒扬表彰、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第 837 页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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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8.5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陕西省双拥模范城（县）、双拥先进单位、个人、陕西最美退役军人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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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8.6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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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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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8.7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市退役军人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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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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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8.8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市退役军人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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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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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9应急部门

39.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应急管理厅、市应急管理局、县（区）应急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其他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2.生产、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3.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许可
4.其他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5.煤矿特种作业人员（含煤矿矿井使用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认定
6.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7.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8.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许可
9.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认可
10.其他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11.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12.危险化学品生产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13.乙级安全评价机构(除煤矿以外)资质认定
14.煤矿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核发

第 846 页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2.经营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备案
3.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
4.其他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5.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6.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
7.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8.市级许可的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非煤矿山及相关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备案
9.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10.其他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11.生产、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12.其他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县（区）级：1.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备案
2.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3.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
4.除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外其他危险化学品（不含仓储经营）经营许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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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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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应急管理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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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处罚
2.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向不具有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销售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
处罚
3.对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人、未与承包单位
、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处罚
4.对危险化学品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其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未按规定的时限提出安全
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并且擅自投入运行的处罚
5.对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经营没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的处罚
6.对开采放射性矿物的矿井，未采取及时封闭采空区和已经报废或者暂时不用的井巷用留矿法作业的采场采用下行通风严格管
理井下污水等措施，减少氡气析出量的处罚
7.对地质勘探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作业或从事坑
探工程作业的人员未按照规定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处罚
8.对生产经营单位非法印刷、伪造、倒卖特种作业操作证，或者使用非法印刷、伪造、倒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处罚
9.对已经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非煤矿矿山企业不再具备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处罚
10.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处罚
11.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制定应急预案或者未按照应急预案采取预防措施，导致事故救援不力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
12.对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或者锁闭、封堵生产经营
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的处罚
13.对未严格执行领导带班下井制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而没有领导带班下井的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处罚
14.对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经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的处罚
15.对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出租、出借、转让、买卖和冒用或者使用伪造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16.对地质勘探单位未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的处罚
17.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照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
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处罚
18.对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在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仍然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处罚
19.对建设项目没有安全设施设计，安全设施设计未组织审查，并形成书面审查报告，施工单位未按照安全设施设计施工，投入
生产或者使用前，安全设施未经竣工验收合格，并形成书面报告的处罚
20.对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个人拒不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监督检查的处罚
21.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处罚
22.对地质勘探单位未按照规定向工作区域所在地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书面报告的处罚
23.对生产经营单位 编造安全培训记录、档案的 骗取安全资格证书的处罚......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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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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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9.3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应急管理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没收违反规定生产、经营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2.扣押非法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相关证据材料和违法物品，临时查封有关场所
3.查封或扣押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
物品和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扣押违法生产、使用、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原材料、设备、运输工具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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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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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应急管理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煤矿等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情况的检查
2.对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监督检查
3.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4.对防汛抗旱工作的监督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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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9.5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应急管理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其他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合格证                                                      
2.对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发证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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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9.6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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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应急管理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举报煤矿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违法行为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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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9.7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裁决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
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应急管理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行政复议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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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裁决种类 cjzl C(字符型) 1 √
0=侵权纠纷；1=补偿纠纷；2=损害赔偿纠纷；3=权属纠纷；
4=国有资产产权；5=专利强制许可；6=经济补偿；7=民间纠
纷；9=其他

4 裁决内容 cjnr C(字符型) 2000 √

5 裁决事由 cjsy C(字符型) 2000 √

6 法律依据 flyj C(字符型) 2000 √

7 裁决机关 cjjg C(字符型) 200 √

8 裁决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裁决日期 c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9.8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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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应急管理厅、市应急管理局、县（区）应急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定级
2.对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认定
3.生产经营单位（煤矿除外）应急预案的备案

市级：1.三级标准化评审单位资格认证
2.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和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的备案
3.中央在陕和省属企业以外的特种作业人员（除煤矿外）操作资格证核发

县（区）级：1.生产经营单位（煤矿除外）应急预案的备案
2.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的备案
3.对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认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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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9.9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应急管理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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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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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9.10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应急管理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安全生产领域严重失信惩戒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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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9.11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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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应急管理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弄虚作假，骗取或者勾结、串通行政审批工作人员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及其他批准文
件，未依法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变更手续
2.矿山企业领导未按照规定填写带班下井交接班记录、带班下井登记档案，或者弄虚作假
3.承担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的机构弄虚作假、出具虚假报告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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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9.12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应急管理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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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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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9.13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应急管理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安全生产领域严重失信惩戒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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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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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39.14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应急管理厅、市应急管理局、县（区）应急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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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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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39.15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应急管理厅、市应急管理局、县（区）应急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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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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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0审计部门

40.1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审计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违反法律法规的处罚                                                                              
2.对被审计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定印制财政收入票据的转借、串用、代开财政收入票据的伪造、变造、买卖、擅自销毁财政收入
票据的伪造、使用伪造的财政收入票据监（印）制章的其他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的处罚                                                                
3.对被审计单位和个人违反国家有关投资建设项目规定截留、挪用国家建设资金的以虚报、冒领、关联交易等手段骗取国家建
设资金的违反规定超概算投资的虚列投资完成额的等行为的处罚                                                                                                   
4.对单位和个人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帐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
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的处罚                                                                                            
5.对被审计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的处罚                                                                   
6.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的处罚                                                                                               
7.对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8.对被审计单位和个人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截留代收的财政收入其他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的行为的处罚                                                  
9.对违反国家有关投资建设项目规定行为的处罚                                                                                                                  
10.被审计单位拒绝、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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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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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0.2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审计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通知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暂停拨付、责令被审计单位暂停使用有关款项                                                                   
2.封存被审计单位有关资料和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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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周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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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0.3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审计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重大建设项目稽察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季度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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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0.4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审计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被审计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定印制财政收入票据；转借、串用、代开财政收入票据；伪造、变造、买卖、擅自销毁财政收
入票据；伪造、使用伪造的财政收入票据监（印）制章；其他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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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代码或证件类型 dmhzjlx C(字符型) 3 √
法人和其他组织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自然人采用 GA/T 517
《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为机构时填写，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对应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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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0.5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审计厅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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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0.6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审计厅、市审计局、县（区）审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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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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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0.7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审计厅、市审计局、县（区）审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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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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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1国资委

41.1年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年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企业年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县（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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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企业年报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年报年度 nbnd C（字符型） 4 √

4 经营状态 jy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吊销；2=注销；3=迁出；9=其他

5 从业人数 cyrs C（字符型） 10 √ 阿拉伯数字

6 联系电话 lxdh C（字符型） 13 √

7 通信地址 tx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8 邮政编码 yzbm C（字符型） 6 √

9 电子邮箱 dzyx C（字符型） 100 √

10 年报时间 nb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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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12 资产总额 zc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负债总额 fz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销售（营业）总额或营业总
收入

xs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5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
务收入

zyywsr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利润总额 lr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7 净利润 jlr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8 纳税总额 ns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syzqyhj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20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
公司股权

sftz C（字符型） 1 √ 0=否；1=是

21 对外投资企业名称 dwtzqymc C（字符型） 200 √

2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3 投入资金 trzj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24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25 是否有网店 sfywd C（字符型） 1 √ 0=否；1=是

26 网站/网店类型 wzlx C（字符型） 20 √

27 网站/网店名称 wzmc C（字符型） 200 √

28 网址 wz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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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3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1.2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省属企业高层次人才发展资金资助项目；2.省属企业重大人才资助项目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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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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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先进个人、优秀（杰出）青年岗位能手、“两优一先”、“两红两优”、文明单位（标兵）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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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1.4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县（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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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列入异常名录原因 lrycmlyy C（字符型） 2000 √

7 列入日期 l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8 移出异常名录原因 ycycmlyy C（字符型） 2000 √

9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列入机关 lrjg C（字符型） 200 √

11 移出机关 ycjg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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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1.5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国有企业和国企员工在国资监管中发生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假冒中央企业、假冒国企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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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1.6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共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公共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国有企业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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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5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6 认定机构名称 rdjgmc C(字符型) 200 √

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认定结果有效期始 rd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结果有效期止 rd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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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1.7股权出质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股权出质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股权转让及出质信息（业务经营类-股权转让及出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国有企业股权出质的设立、变更、注销/撤销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县（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股权出质的登记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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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质人 c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出质股权数额单位 czgqsedw C(字符型) 200 √

5
出质股权数额单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czgqse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6 出质股权数额 czgqs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7 出质股权数额币种 czgqsebz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12406

8 质权人 zq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9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10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 质权登记期限 zqdjqx D(日期型) √

12 状态 zt C(字符型) 100 √

13 质权登记日期 zqd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1.8股权转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股权转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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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股权转让及出质信息（业务经营类-股权转让及出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国有企业的股权转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县（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级：国有企业股权转让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股东名称 gdmc C(字符型) 200 √

4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6 转让股权数额 zrgqs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7 转让股权数额币种 zrgqsebz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1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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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转让前股权比例 zrqgqbl C(字符型) 20 √

9 转让后股权比例 zrhgqbl C(字符型) 20 √

10 股权变更日期 gq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转让后股东 zrhgd C(字符型) 200 √

1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1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1.9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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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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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1.10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县（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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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第 903 页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1.11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县（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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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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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市场监管局

42.1企业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企业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主体识别信息（基础登记类-主体识别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企业设立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企业设立登记

市级：企业设立登记

县（区）级：企业设立登记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机构名称为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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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国别（地区） gb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7 成立日期 clrq D（日期型） √ 采用GB/T7408，YYYYMMDD 格式

8 注册地址 zc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9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0=存续（在营、开业、在册）；1=吊销，未注销；2=吊销，已
注销；3=注销；4=撤销；5=迁出；9=其他

10 注册资本 zczb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1 注册资本币种 zczbbz C（字符型） 3 √ 采用GB/T12406

12 登记业务类型 djywlx C（字符型） 200 √

13 核准日期 hzrq D（日期型） √ 采用GB/T7408，YYYYMMDD 格式，某些机构称最新登记日期

14 经营范围 jyfw C（字符型） 2000 √

15 行业代码 hydm C（字符型） 5 √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行业代码

16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某些机构称经营期限自

17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某些机构称经营期限至

18 联系电话 lxdh C（字符型） 100 √

19 联系人 lxr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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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21 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登记日期 d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2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主体识别信息（基础登记类-主体识别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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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机构名称为个体工商户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国别（地区） gb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7 成立日期 clrq D（日期型） √ 采用GB/T7408，YYYYMMDD 格式

8 注册地址 zc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9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1=存续（在营、开业、在册）；2=吊销，未注销；3=吊销，已
注销；4=注销；5=撤销；6=迁出；9=其他

10 注册资本 zczb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1 注册资本币种 zczbbz C（字符型） 3 √ 采用GB/T12406

12 登记业务类型 djywlx C（字符型） 200 √

13 核准日期 hzrq D（日期型） √ 采用GB/T7408，YYYYMMDD 格式，某些机构称最新登记日期

14 经营范围 jyfw C（字符型） 2000 √

15 行业代码 hydm C（字符型） 5 √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行业代码

16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某些机构称经营期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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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某些机构称经营期限至

18 联系电话 lxdh C（字符型） 100 √

19 联系人 lxr C（字符型） 100 √

20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21 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登记日期 d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3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主体识别信息（基础登记类-主体识别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第 910 页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国别（地区） gb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7 成立日期 clrq D（日期型） √ 采用GB/T7408，YYYYMMDD 格式

8 注册地址 zc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9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0=存续（在营、开业、在册）；1=吊销，未注销；2=吊销，已
注销；3=注销；4=撤销；5=迁出；9=其他

10 注册资本 zczb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1 注册资本币种 zczbbz C（字符型） 3 √ 采用GB/T12406

12 登记业务类型 djywlx C（字符型） 200 √

13 核准日期 hzrq D（日期型） √ 采用GB/T7408，YYYYMMDD 格式，某些机构称最新登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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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经营范围 jyfw C（字符型） 2000 √

15 行业代码 hydm C（字符型） 5 √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行业代码

16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某些机构称经营期限自

17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某些机构称经营期限至

18 联系电话 lxdh C（字符型） 100 √

19 联系人 lxr C（字符型） 100 √

20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21 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登记日期 d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4自然人出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自然人出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股权结构信息（基础登记类-股权结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股东（发起人）信息及出资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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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自然人出资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股东/发起人类型 gdlx C(字符型) 2 √ 投资人类型代码，参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标准

4 股东/发起人名称 gdmc C(字符型) 200 √

5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7 股东国别（地区） gdgb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8 认缴出资方式 rjczfs C(字符型) 1 √
0=货币；1=实物；2=知识产权；3=债权；4=土地使用权；5=
股权；9=其他

9 认缴出资币种 rjczbz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12406

10 认缴出资金额 rjc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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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认缴出资时间 rjcz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实缴出资方式 sjczfs C(字符型) 1 √
0=货币；1=实物；2=知识产权；3=债权；4=土地使用权；5=
股权；9=其他

13 实缴出资币种 sjczbz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12406

14 实缴出资金额 sjc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5 实缴出资时间 sjcz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评估方式 pgfs C(字符型) 1 √
0=全体合伙人评估；1=经法定评估机构评估；2=全体合伙人确
定不评估；9=其他

17 承担责任方式 cdzrfs C(字符型) 1 √ 0=无限责任；1=有限责任；2=特殊普通合伙责任；9=其他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5非自然人出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非自然人出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股权结构信息（基础登记类-股权结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法人和其他组织性质的非自然人股东（发起人）信息及出资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非自然人出资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第 914 页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股东/发起人类型 gdlx C(字符型) 2 √ 投资人类型代码，参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标准

4 股东/发起人名称 gdmc C(字符型) 200 √

5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7 股东国别（地区） gdgb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8 认缴出资方式 rjczfs C(字符型) 1 √
0=货币；1=实物；2=知识产权；3=债权；4=土地使用权；5=
股权；9=其他

9 认缴出资币种 rjczbz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12406

10 认缴出资金额 rjc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1 认缴出资时间 rjcz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实缴出资方式 sjczfs C(字符型) 1 √
0=货币；1=实物；2=知识产权；3=债权；4=土地使用权；5=
股权；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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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缴出资币种 sjczbz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12406

14 实缴出资金额 sjc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5 实缴出资时间 sjcz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评估方式 pgfs C(字符型) 1 √
0=全体合伙人评估；1=经法定评估机构评估；2=全体合伙人确
定不评估；9=其他

17 承担责任方式 cdzrfs C(字符型) 1 √ 0=无限责任；1=有限责任；2=特殊普通合伙责任；9=其他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6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基础登记类-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指法人和其他组织主要管理人员的信息。如企业法人的董事、监事、经理等信息和机关、事业法人的领导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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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高管类型 gglx C(字符型) 1 √
0=董（理）事；1=监事；2=经理；3=机关、群团负责人；4=
事业单位负责人；9=其他

4 高管姓名 ggxm C(字符型) 100 √

5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7 高管国别 gggb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2.7集团公司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集团公司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联组织信息（基础登记类-关联组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关联组织信息、集团公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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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集团公司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集团名称 jtmc C(字符型) 200 √ 集团法定名称

4 集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ttyshxydm C(字符型) 18 √

5 集团负责人姓名 jtfzrxm C(字符型) 100 √

6 集团负责人证件类型 jtfz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集团负责人证件号码 jtfzrzjhm C(字符型) 30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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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2.8分支机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分支机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关联组织信息（基础登记类-关联组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关联组织信息、分支机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分支机构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分支机构名称 fzjgmc C(字符型) 200 √

4 分支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f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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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支机构负责人姓名 fzjgfzrxm C(字符型) 100 √

6 分支机构负责人证件类型 fzjgfz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分支机构负责人证件号码 fzjgfzrzjhm C(字符型) 30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2.9变更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变更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市级：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县（区）级：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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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机构类型 jg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0091-2006

4 变更事项 bgsx C(字符型) 1 √
0=名称；1=住所；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3=注册资本；4=
经营范围；5=组织形式；6=股东信息；7=合并分立；8=经营
期限；9=其他(高管人员)

5 变更前内容 bgqnr C(字符型) 2000 √

6 变更后内容 bghnr C(字符型) 2000 √

7 变更日期 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变更登记机关 bg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9
变更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g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2.10注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注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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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县（区）市场监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市、县（区）级：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登记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注销事项 zxsx C(字符型) 200 √

4 注销种类 zxzl C(字符型) 1 √ 0=注销；1=撤销；2=吊销；9=其他

5 注销原因 zxyy C(字符型) 200 √

包括：1.股东或股东会作出公司解散决议；2.公司依法宣告破
产；3.公司章程规定营业期限届满且不续；4.公司章程或法律
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5.公司因合并、分立解散；6.公司被依
法强制解散；7.公司吊销或撤销后转注销等

6 注销日期 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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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注销登记机关 zx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的全称

8
注销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zx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2.11年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年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县（区）市场监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市、县（区）级：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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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年报年度 nbnd C（字符型） 4 √

4 经营状态 jy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吊销；2=注销；3=迁出；9=其他

5 从业人数 cyrs C（字符型） 10 √ 阿拉伯数字

6 联系电话 lxdh C（字符型） 13 √

7 通信地址 tx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8 邮政编码 yzbm C（字符型） 6 √

9 电子邮箱 dzyx C（字符型） 100 √

10 年报时间 nb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12 资产总额 zc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负债总额 fz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销售（营业）总额或营业总
收入

xs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5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
务收入

zyywsr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利润总额 lr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7 净利润 jlr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8 纳税总额 ns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第 924 页



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syzqyhj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20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
公司股权

sftz C（字符型） 1 √ 0=否；1=是

21 对外投资企业名称 dwtzqymc C（字符型） 200 √

2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3 投入资金 trzj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24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25 是否有网店 sfywd C（字符型） 1 √ 0=否；1=是

26 网站/网店类型 wzlx C（字符型） 20 √

27 网站/网店名称 wzmc C（字符型） 200 √

28 网址 wz C（字符型） 100 √

2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3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2.12上市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上市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企业上市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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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企业上市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上市公司名称 jtmc C（字符型） 200 √ 集团法定名称

2 上市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ttyshxydm C（字符型） 18 √ 采用 GB 32100-2015

3 上市时间 ss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4 上市地点 ssdd C（字符型） 1 √ 0=上海；1=深圳；2=香港；3=北京；4=海外；9=其他

5 股票代码 gpdm C（字符型） 6 √

6 公司简称 gsjc C（字符型） 50 √

7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kggd C（字符型） 100 √

8 公司董秘 gsdm C（字符型） 100 √

9 主承销商 zcxs C（字符型） 200 √

10 上市推荐人 sstjr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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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保荐机构 bjjg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2.13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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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                                                                                                                  
2.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3.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                                                                                                                           
4.锅炉化学清洗单位资格许可                                                                                                              
5.计量标准器具核准                                                                                                                      
6.食品（含保健食品）生产许可                                                                                                                 
7.医疗器械广告审批                                                                                                                        
8.保健食品广告审批                                                                                                                               
9.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批                                                                                                          
10.食品（含保健食品）生产许可                                                                                                             
11.保健用品注册                                                                                                                            
12.广告发布登记                                                                                                                             
13.药品广告审批                                                                                                                       
14.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认定，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                                                                                  
15.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设立、变更、注销）                                                                                            
16.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                                                                                                           
17.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                                                                                                      
18.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                                                                                                                
19.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20.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设立、变更、注销）                                                                                                   
21.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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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广告发布登记
2.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认证
3.执业药师注册
4.科研、教学单位购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含对照品）批准
5.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资格认定
6.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
7.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区域性批发企业经营审批、专门从事第二类精神药品批发企业经营审批
8.部分食品生产许可
9.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10.药品批发企业经营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审批
11.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
12.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
13.科研和教学用毒性药品购买审批
14.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单位许可
15.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邮寄证明核发
16.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运输证明核发
17.计量器具型式批准（样机试验、标准物质定级鉴定）
18.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19.食品（含保健食品）生产许可
20.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业务审批                                                                                                                      
21.计量标准器具核准
22.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
23.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
24.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25.医疗用毒性药品收购、经营企业批准
26.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认定，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
27.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进出口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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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1.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
2.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3.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母种、原种）
4.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
5.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6.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7.个体工商户注册、变更、注销登记
8.经营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许可
9.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核发
10.执业兽医注册备案
11.小餐饮经营许可
12.兽药经营许可证核发
13.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14.人工繁育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许可证核发
15.跨省引进乳用、种用动物及其精液、胚胎、种蛋审批
16.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17.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18.广告发布登记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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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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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14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以不合格品冒充合格品，以不足含量冒充明示含量的处罚                                                   
2.对采用不正当手段垄断种苗市场，或者哄抬种苗价格行为的处罚                                                                                
3.对生产经营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
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等行为的处罚                                                                                                                    
4.对伪造产地、标注虚假生产、失效日期，伪造冒用或不标明厂名、厂址，伪造或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条码标志、质量
证明、产品监制等质量标志和生产许可证的处罚                                                                                                                   
5.对饲料经营者违反规定的处罚的处罚                                                                                                           
6.对擅自销售未经许可生产、拼装、改装的机动车行为的处罚
7.对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规定配备能源计量工作人员、能源计量工作人员未接受能源计量专业知识培训的处罚
8.对经营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处罚
9.对中外合作各方没有按照合作企业合同约定缴纳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的处罚
10.对互联网广告不具有可识别性行为的处罚......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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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第 933 页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15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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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查封或者扣押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等产品，以及直接用于生产、销售该项
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                                                                                                                                                        
2.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
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                                                                                                                            
3.查封或者扣押涉嫌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或者其他有严重质量问题的茧丝以及直接用于生产掺杂掺假、以次充好、
以假充真的茧丝的设备、工具                                                                                                                                                                                                                                                                
4.对违法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列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目录的产品实施的查封、扣押                                                                    
5.对价格违法行政相对人逾期不缴纳罚款或违法所得行为的强制执行                                                                                             
6.查封或者扣押涉嫌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其他有严重质量问题的麻类纤维，以及直接用于生产掺杂掺假、以假
充真、以次充好的麻类纤维的设备、工具                                                                                                                                           
7.对涉嫌垄断行为的相关证据的查封、扣押                                                                                                                  
8.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相关产品                                                                   
9.查封、扣押与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                                                                                                              
10.查封或者扣押涉嫌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或者其他有严重质量问题的棉花以及专门用于生产掺杂掺假、以次充好、
以假充真的棉花的设备、工具                                                                                                                                                                                               
11.查封、扣押食品等产品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违法使用的原料、辅料、添加剂以
及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存在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重大隐患的生产经营场所                                                                                                
12.责令恢复被破坏的盐场保护区                                                                                                                         
13.查封或者暂扣不合格和其他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的保健用品，以及用于生产经营该项产品的原料、包装物、生产工具                                                        
14.查封或者扣押涉嫌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其他有严重质量问题的毛绒纤维，以及直接用于生产掺杂掺假、以假
充真、以次充好的设备、工具                                                                                                                                        
15.对有证据表明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或者有其他严重事故隐患、能耗严重超标的特种设备，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16.查封、扣押涉嫌传销的资料和专门用于传销的财物，查封涉嫌传销的经营场所                                                                               
17.查封违法从事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18.查封、扣押相关企业与直销活动有关的材料和非法财物                                                                                                
19.查封、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经营工具、设备等财物                                                                                  
20.对擅自从事报废汽车回收活动的查封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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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16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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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特种设备事故调查
2.对涉盐产品及其包装物的生产、储存、销售场所的检查
3.对粮食流通活动的监管
4.对涉嫌传销行为的检查
5.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内容检查
6.对营业性演出的监管
7.二手车流通监督检查
8.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
进行抽查
9.对重大经济违法案件的行政检查
10.对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的检验检测结果、鉴定结论进行监督抽查
11.对广告行为的监管
12.对棉花质量的监督检查
13.对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的行为进行查处时，进行监督检查
14.对无照经营场所的检查
15.对危险物品的监管
16.对食用农产品的监管
17.对工业产品涉嫌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18.对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安全监察
19.毛绒纤维质量监督检查
20.广告发布登记监督管理                                                                                                             
21.对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22.对食品（含保健食品、乳制品、进口食品）生产经营安全的监督检查
23.对印刷业的监管
24.对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监督检查
25.计量器具监督管理......等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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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17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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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二级注册计量师和省级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评员注册发证
2.股权出质的设立
3.棉花、毛、绒、茧丝、麻类纤维质量公证检验
4.全省量值传递溯源体系建设规划
5.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
6.中小学质量教育基地认定
7.进出口商品验证管理
8.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员资格考核发证

市级：1.棉花、毛、绒、茧丝、麻类纤维质量公证检验
2.股权出质登记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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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18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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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价格违法行为举报的奖励
2.对举报食品等产品安全问题查证属实的给予举报人的奖励
3.对向执法机关检举、揭发各类案件的人民群众，经查实后给予的奖励
4.陕西质量奖申报
5.对举报计量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6.对价格违法行为举报的奖励
7.对举报假冒伪劣经营行为的奖励
8.陕西质量奖评选
9.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有功人员奖励
10.对投诉举报违法行为有功人员的奖励
11.对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生产经营者规范管理、没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生产经营条件和工艺技术先进、用于提高食品
安全水平的奖励
12.对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有功人员的奖励
13.对在食品安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14.食品安全举报奖励

市级：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有功人员奖励

县（区）级：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有功人员奖励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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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19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裁决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
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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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企业名称争议的裁决
2.对气瓶监检过程中受检单位和监检机构争议的处理
3.对计量纠纷的调解和仲裁检定
4.纤维检验的复验仲裁
5.棉花复验仲裁

市级：1.对计量纠纷的调解和仲裁检定
2.对企业名称争议的裁决
3.纤维检验的复验仲裁
4.对气瓶监检过程中受检单位和监检机构争议的处理
5.棉花复验仲裁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裁决种类 cjzl C(字符型) 1 √
0=侵权纠纷；1=补偿纠纷；2=损害赔偿纠纷；3=权属纠纷；
4=国有资产产权；5=专利强制许可；6=经济补偿；7=民间纠
纷；9=其他

4 裁决内容 cjnr C(字符型) 2000 √

5 裁决事由 cjsy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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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律依据 flyj C(字符型) 2000 √

7 裁决机关 cjjg C(字符型) 200 √

8 裁决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裁决日期 c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20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在药品生产企业所在地和进口药品代理机构所在地以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布药品广告的备案
2.国产保健食品备案
3.个人独资企业备案
4.公司备案
5.各类标准化示范试点认定
6.省外批准注册的保健用品在本省生产的备案
7.非公司企业法人备案
8.合伙企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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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2.电梯维保单位维保合同告知
3.合伙企业备案
4.能源计量审查
5.各类标准化示范试点认定
6.防伪技术产品的使用备案
7.非公司企业法人备案
8.市名牌产品认定
9.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年度报告审核
10.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
11.进口药品备案
12.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
13.对棉花、毛、绒、茧丝、麻类纤维的公证检验
14.外地电梯维保单位告知
15.个人独资企业备案
16.保健用品再注册
17.企业（外资企业）登记有关事项备案
18.公司备案
19.强检计量器具的备案
20.企业产品标准备案                                                                                                                                
21.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备案
22.计量技术机构备案
23.不含行政区划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
24.公布对流通领域商品定期或不定期抽查检验结果（法律法规对监管部门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县（区）级：1.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其农作物种子备案
2.公司备案
3.合伙企业备案
4.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代销其农作物种子备案
5.畜禽标识代码备案
6.个人独资企业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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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21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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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2.食品安全领域严重违法生产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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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22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陕西质量奖、获得省、市级著名商标、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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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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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2.23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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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列入异常名录原因 lrycmlyy C（字符型） 2000 √

7 列入日期 l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8 移出异常名录原因 ycycmlyy C（字符型） 2000 √

9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列入机关 lrjg C（字符型） 200 √

11 移出机关 ycjg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2.24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2.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以不合格品冒充合格品，以不足含量冒充明示含量                                                                       
3.伪造产地、标注虚假生产、失效日期，伪造冒用或不标明厂名、厂址，伪造或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条码标志、质量证
明、产品监制等质量标志和生产许可证                                                                                                                                              
4.虚假宣传，冒用名义，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材料，采用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利用合同实施欺诈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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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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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25品牌认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1042002990004品牌认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公共信用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品牌原产地标识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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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品牌类型 pplx C(字符型) 1 √ 0=“老字号”；1=原产地标识；9=其他

7 注册商标 zcsb C(字符型) 200 √

8 原产地地址 ycddz C(字符型) 200 √

9 原产地产品范围 ycdcpfw C(字符型) 2000 √

10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2 √

12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登记机关名称 djjgmc C(字符型) 200 √

14 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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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6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共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公共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5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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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认定机构名称 rdjgmc C(字符型) 200 √

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认定结果有效期始 rd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结果有效期止 rd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2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27股权出质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股权出质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股权转让及出质信息（业务经营类-股权转让及出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股权出质登记、股权质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股权出质的登记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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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出质人 c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出质股权数额单位 czgqsedw C(字符型) 200 √

5
出质股权数额单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czgqse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6 出质股权数额 czgqs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7 出质股权数额币种 czgqsebz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12406

8 质权人 zq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9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10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 质权登记期限 zqdjqx D(日期型) √

12 状态 zt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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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质权登记日期 zqd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2.28股权转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股权转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股权转让及出质信息（业务经营类-股权转让及出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股权转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股权转让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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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股东名称 gdmc C(字符型) 200 √

4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6 转让股权数额 zrgqs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7 转让股权数额币种 zrgqsebz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12406

8 转让前股权比例 zrqgqbl C(字符型) 20 √

9 转让后股权比例 zrhgqbl C(字符型) 20 √

10 股权变更日期 gq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转让后股东 zrhgd C(字符型) 200 √

1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1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2.29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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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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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2.30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移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信息；2.食品安全领域严重违法生产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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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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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2.31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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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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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32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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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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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2.33失信违约举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违约举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投诉信息（其他类-投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信用主体投诉和被投诉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违约举报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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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投（申）诉日期 t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投（申）诉事由 tssy C(字符型) 2000 √

8 投（申）诉处理机构 tscljg C(字符型) 100 √

9 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投（申）诉处理结果 tscljg C(字符型) 100 √

11 投（申）诉处理日期 tscl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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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3林业局

43.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林业局、市林业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临时占用草原
2.外国人进入渔业部门管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审批
3.外国人进入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审批
4.申请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机构和修筑设施的初审
5.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初审
6.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种用标准的林木种子审批
7.外国人进入原环保部门管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审批
8.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初审
9.草原防火期内因生产活动需要在草原上野外用火审批
10.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缆车、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核准
11.因科学研究需要进入海洋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审批
12.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设立、调整审批
13.重点国有林区、其他地区防护林或特种用途林5公顷以上及其他林地20公顷以上的林地临时占用审批
14.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审核
15.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建设、设置广告、举办大型游乐活动以及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活动许可
16.临时占用草原
17.对国家林业局负责的向境外提供或从境外引进林木种质资源审批初审
18.林业植物检疫证书核发
19.甘草和麻黄草采集证核发
20.外国人进入环保部门管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审批

市级：国务院规定由国家林业局审批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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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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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3.2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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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
2.对森林公园范围内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处罚
3.伪造林木良种证书
4.对假冒（林业）植物授权林木品种的处罚
5.在林区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
6.《开展林木转基因工程活动审批管理办法》（2006年5月11日国家林业局令第20号公布）第二十七条
7.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拒绝监督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
8.对擅自处理未经古树名木行政主管 部门确认死亡的古树名木的处罚
9.未经批准擅自将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改变为其他林种
10.草原上的生产经营等单位未建立或者未落实草原防火责任制
11.对违反规定砍伐或擅自移植古树名木行为的处罚
12.未取得采集证或不按采集证的规定采集、出售草原野生植物
13.未经批准、未取得或者未按照规定使用专用标识，或者未持有、未附有人工繁育许可证、批准文件的副本或者专用标识出售
、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14.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和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未采取防沙治沙措施，造成土地严重沙化
15.对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人未履行森林防火责任行为的处罚
16.在草原防火期内，经批准的野外用火未采取防火措施
17.对违反《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相关规定的处罚
18.私自收购珍贵树木种子或者限制收购的林木种子
19.承包方违法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
20.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禁止范围以外的建设活动，未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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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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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3.3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林业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林木种子或者直接用于生产销售该林木种子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予以查封或者扣
押
2.扣留无木材运输证、所运树种、材种规格、数量与运输证件不符、所持证件有涂改、伪造或逾期使用的木材
3.代为捕回陆生野生动物、恢复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的原状
4.查封、扣押有证据进行违法生产经营的种子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运输工具及经营场所的行政强制
5.封存、扣押与案件有关的植物品种的繁殖材料，查阅、复制或者封存与案件有关的合同、账册及有关文件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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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3.4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征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凭借国家政权，依法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强制地、无偿地征集金钱或实物的行为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林业局、市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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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

市级：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征收种类 zszl C(字符型) 1 √
0=税收征收；1=资源费征收；2=建设资金征收；3=排污费征
收；4=滞纳金征收；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征收；9=其他
（可多选）

4 征收内容 zsnr C(字符型) 2000 √

5 征收日期 z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征收机关 zsjg C(字符型) 200 √

7 征收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s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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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3.5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1042002050000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200205行政给付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在公民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依法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与物质有关权益的
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林业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国家重点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补偿
2.给予单位和个人因选育林木良种建立测定林、试验林、优树收集区、基因库等而减少经济收入的经济补偿
3.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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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给付类型 jflx C(字符型) 1 √
0=抚恤金；1=特定人员离退休金；2=社会救济、福利金；3=
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4=特定对象补贴；9=其他（可多
选）

4 给付内容 jfnr C(字符型) 2000 √

5 给付日期 j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给付决定机关 jfjg C(字符型) 200 √

7 给付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3.6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林业局、市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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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保护林内有益生物的监督检查
2.对从事木材经营加工企业的监督检查
3.风景名胜区建设监督管理
4.林业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5.对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的监督检查
6.对森林公园的监督检查
7.木材运输（植物检疫）检查
8.退耕还林工程实绩核查
9.林业科技项目监管
10.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11.对湿地公园建设的检查评估
12.对林业建设项目定期跟踪检查
13.对大熊猫借展活动的监督检查
14.林木种子和草种质量监督检查
15.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利用、更新，实行监督管理
16.封山禁牧检查
17.林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
18.对林改档案的监督检查和验收
19.对林地保护、管理和利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20.对森林病虫害除治情况定期检查对林业技术推广项目承担单位的监督检查
21.天保工程检查
22.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监督检查
23.营造林实绩综合核查，全国森林采伐、林地管理情况检查
24.对被许可人检查
25.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出售、购买、利用、运输、寄递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26.普及型国外引种试种苗圃监管
27.对林业技术推广机构的监督检查
28.对国际重要湿地的保护管理情况的检查
29.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30.对收容救助野生动物活动的监督检查
31.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32.对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查

市级：退耕还林项目检查验收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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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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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林业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品种审定
2.林种划分确认
3.退耕还草核实等记
4.公益林区划界定
5.采伐更新验收
6.核定草原载畜量
7.草原等级评定
8.采伐更新验收
9.《林权证》核发
10.林木种子采种林确定
11.草原所有权、使用权确认
12.退耕还林建设项目验收
13.地方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防护林认定
14.营利性治沙验收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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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3.8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林业局

第 982 页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在扑救重大、特别重大森林火灾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2.对在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和良种选育、推广等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
3.对完成关系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并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植物新品种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奖励
4.对在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5.对在草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选育、推广等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6.表彰和奖励在林业科学研究、成果转移转化、林业标准化、科学普及等林业科技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7.对在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8.对在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和良种选育、推广等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
9.在森林防火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10.退耕还林工作的先进单位与个人的表彰
11.对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和驯养繁殖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12.对在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和良种选育、推广等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
13.对在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培育利用和宣传教育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14.对在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和良种选育、推广等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15.表彰和奖励在林业技术推广工作中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16.对在森林公园风景资源保护和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17.表彰和奖励在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以及有关科学研究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18.对完成关系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并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植物新品种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奖励
19.对植树造林、保护森林以及森林管理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奖励
20.对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和驯养繁殖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退耕还林工作的先进单位与个人的表彰
21.对在植物检疫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22.对防沙治沙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23.对在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培育利用和宣传教育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24.对天然林保护工作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25.对在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和良种选育、推广等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第 983 页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3.9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裁决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裁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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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
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林业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裁决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裁决种类 cjzl C(字符型) 1 √
0=侵权纠纷；1=补偿纠纷；2=损害赔偿纠纷；3=权属纠纷；
4=国有资产产权；5=专利强制许可；6=经济补偿；7=民间纠
纷；9=其他

4 裁决内容 cjnr C(字符型) 2000 √

5 裁决事由 cjsy C(字符型) 2000 √

6 法律依据 flyj C(字符型) 2000 √

7 裁决机关 cjjg C(字符型) 200 √

8 裁决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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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裁决日期 c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3.10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林业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的审批
2.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区的建立、范围调整审核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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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3.11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林业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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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第 988 页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3.12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林业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陕西省绿化模范城市、绿化模范县、绿化模范单位和先进个人、林业龙头企业、示范区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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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3.13弄虚作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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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林业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伪造、倒卖、出租、转让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经营许可证、运输证明和允许出口证明           
2.未依规定办理植物检疫证书或者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有关证件、专用标识或者有关批准文
件                                                                                                           
3.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伪造测试、试验、检验数据或者出具虚假证明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第 991 页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3.14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林业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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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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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3.15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林业局、市林业局、县（区)林业工作站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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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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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3.16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林业局、市林业局、县（区)林业工作站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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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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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4广电局

44.1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广播电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资格、新闻记者职业资格、全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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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5 职业从业资格名称 zycyzgmc C(字符型) 50 √

6 职业从业资格等级 zycyzgdj C(字符型) 10 √

7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4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从业资格有效期至 c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核发机构 hfjg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4.2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广播电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新闻系列、工程系列、播音系列、艺术系列职称资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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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2 √

00=科学研究人员；01=工程技术人员；02=农业技术人员；
03=飞船和船舶专业人员；04=卫生技术人员；05=经济和金融
专业人员；06=法律、社会和宗教专业人员；07=教学人员；
08=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09=新闻出版、文化工作人员；
10=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5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6 职务（职称）名称 zwmc C(字符型) 100 √

7 技术职务（职称）等级 jszwdj C(字符型) 1 √ 0=正高；1=副高；2=中级；3=初级；9=其他

8 技术职务（职称）证书号 jszwzsh C(字符型) 24 √

9 技术职务（职称）取得日期 jszwq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技术职务（职称）审批单位 jszwsp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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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4.3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广播电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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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                                                                                                  
2.影视节目制作机构与外方合作制作电视剧（含电视动画片）审批                                                                                          
3.设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审批                                                                                                                 
4.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核发审批                                                                                                                  
5.付费频道开办、终止和节目设置调整及播出区域、呼号、标识识别号审批                                                                                            
6.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有线）业务审批                                                                                                   
7.国产电视剧片审查                                                                                                                                   
8.开办方言类节目审批                                                                                                                           
9.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不含小功率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核发                                                                               
10.广播电视专用频段频率使用许可证（甲类）核发                                                                                                      
11.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许可审批                                                                                                                 
12.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设立审批                                                                                                               
13.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的设立审核、审批                                                                                                            
14.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卫星等传输方式进口、转播境外广播电视节目审批                                                                                     
15.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核发                                                                                                                    
16.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审批                                                                                                              
17.设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审批                                                                                                              
18.引进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的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审批                                                                                                     
19.乡镇设立广播电视站和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有线广播电视站审批                                                                              
20.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认定                                                                                                                   
21.引进专门用于信息网络传播的境外视听节目审批                                                                                                          
22.广播电视专用频段频率使用许可证（乙类）核发                                                                                                                 
23.以非卫星传送方式引进除影视剧外的其他境外电视节目审批                                                                                              
24.广播电视设施迁建审批                                                                                                                         
25.举办国际性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易活动审批                                                                                                       
26.广播电视专用频段频率使用许可证（乙类）核发                                                                                                      
27.电视剧（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证核发                                                                                                            
28.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审批                                                                                                               
29.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审批                                                                                                    
30.跨省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无线）业务审批                                                                                                                
31.设立电视剧制作单位审批                                                                                                                     
32.广播电视专用频段频率使用许可证（乙类）核发                                                                                                          
33.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进口证明核发......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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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周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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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4.4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广播电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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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违反《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办法》的处罚                                                                                                  
2.对未及时报请审批机关换发或者注销《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许可证》的处罚                                                                
3.对持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许可证》的单位，未严格按照许可证载明的要求，接收和使用外国
电视节目的处罚                                                                                                                        
4.对违反《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的处罚                                                                                                              
5.对擅自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处罚                                                                                                                     
6.对单位擅自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或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处罚                                                                                              
7.对擅自开办视频点播业务行为的处罚                                                                                                                                                        
8.危害广播电台、电视台安全播出的，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处罚                                                                                                                                                                                      
9.对持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许可证》的单位，在本单位业务工作外使用接收的外国卫星传送的
电视节目的处罚                                                                                                                        
10.对宾馆饭店允许未获得《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的机构在其宾馆饭店内经营视频点播业务的处罚                                                                                                                                                
11.对未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载明的事项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的擅自变更许可证载明事项、持证机构
注册资本、股东和持股比例不按规定注销《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不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传播
禁止的视听节目的未持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机构提供与传播视听节目业务有关联服务的未按规定保留视听节
目播放记录的利用信息网络转播境外广播电视节目，转播非法开办的广播电视节目非法链接、集成境外广播电视节目以及非法
链接、集成境外网站传播的视听节目的处罚                                                                                                                                                       
12.对广播电视设施保护范围内进行建筑施工、兴建设施或爆破作业、烧荒等活动的处罚                                                                        
13.对广播电视设施保护范围内种植树木、农作物的堆放金属物品、易燃易爆物品或者设置金属构件、倾倒腐蚀性物品的钻探、
打桩、抛锚、拖锚、挖沙、取土的拴系牲畜、悬挂物品、攀附农作物的处罚                                                                                                    
14.对传播的视听节目违法违规的处罚                                                                                                                   
15.对未严格保管录制的音像资料的处罚                                                                                                               
16.对违反《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擅自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擅自制作、经营、播放电视剧及其他广
播电视节目的或变更许可证主要事项未审报的，制作、经营、播放广播电视节目含禁止内容的处罚。对涂改、租借、转让、出
售和伪造《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和违规播放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
构制作的和未取得发行许可的电视剧、动画片的机构的处罚                                                                                                                                        
17.对违反《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原广电总局令61、66号令）相关规定的处罚                                                                   
18.对伪造、盗用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的处罚                                                                                                
19.对广播电视传输线路保护范围内堆放笨重物品、种植树木、平整土地的在天线、馈线保护范围外进行烧荒等的在广播电视传
输线路上接挂、调整、安装、插接收听、收视设备的在天线场地敷设或者在架空传输线路上附挂电力、通信线路的处罚                                                              
20.对电视剧制作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                                                                                                                
21.对持有《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的除涉外宾馆外的其它单位，将接收设施的终端安置到超越其规定接收范围
的场所的处罚......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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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周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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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4.5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广播电视局、市广播电视局、县（区）广播电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接收卫星传送电视节目的监督检查                                                                                                   
2.对本辖区内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检查                                                                                            
3.对当地有线电视系统的技术维护运行管理工作的检查                                                                                             
4.对广播电视广告播出活动的检查                                                                                                             
5.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                                                                                                   
6.对广播电视设施的保护和监督检查                                                                                                         
7.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的服务情况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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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对接收卫星传送电视节目的监督检查                                                                                                   
2.对本辖区内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检查                                                                                            
3.对当地有线电视系统的技术维护运行管理工作的检查                                                                                             

县（区）级：对接收卫星传送电视节目的监督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周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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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4.6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广播电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在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组织、个人的表彰、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周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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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4.7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广播电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经营服务业务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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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4.8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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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广播电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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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4.9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广播电视局、市广播电视局、县（区）广播电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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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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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4.10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广播电视局、市广播电视局、县（区）广播电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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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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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5体育局

45.1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体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滑雪、潜水、攀岩)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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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5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职业技能名称 zyjnmc C(字符型) 50 √

7 职业技能等级 zyjndj C(字符型) 10 √

8 职业技能证书号 zyjnzsh C(字符型) 24 √

9 职业技能取得日期 zyjnq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职业技能审批单位 zyjnspdw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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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5.2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体育局、市体育局、县（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审批                                                                                                                             
2.举办攀登山峰活动审批

市级：1.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初审                                                                              
2.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3.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审批                                                                                                        
4.体育社会团体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初审                                                                                         
5.从事射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审批

县（区）级：1.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审批
2.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点审批
3.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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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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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5.3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体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非法持有或提供、组织、强迫、欺骗、教唆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单位和个人的处罚                                                                   
2.对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在管理过程中出现违法行为的处罚                                                                                    
3.对彩票代销者的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                                                                                                        
4.对侵占、破坏公共体育场馆未经批准擅自改变使用性质临时使用公共体育场馆，不按期归还以及新建体育场馆单位未向体育
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处罚                                                                                                                                  
5.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有违法行为的处罚                                                                                                     
6.对举办体育项目者和从业人员不具备相应资质资格的或者未经批准举办登山、健身气功活动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第 1021 页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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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5.4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体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全省从事射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的资格复审                                                                                            
2.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3.对体育服务认证活动的检查                                                                                                                 
4.对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管理和使用的监督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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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5.5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体育局、市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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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认定                                                                                                     
2.二级、三级裁判员等级称号认证                                                                                                            
3.等级运动员称号授予

市级：1.对二级运动员等级称号的确认                                                                                                               
2.对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的确认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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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5.6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体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2.对在奥运会、冬奥会、亚运会、亚冬会、青奥会、冬青奥会、全运会、冬运会、青运会（含冬季项目）获奖运动员、教练员
、训练单位和有功人员的奖励                                                                                                                                   
3.对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先进单位的奖励                                                                                                         
4.对健身气功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5.对开展学生体育活动、培养后备人才做出显著成绩的传统项目校及个人的奖励                                                                            
6.对发展农村体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的奖励                                                                                            
7.对全国体育事业及在发展全民健身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8.对参加测验达到优秀、良好和及格等级者发给相应等级的奖章、证书                                                                                
9.对在国民体质监测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的奖励                                                                                    
10.对取得显著成绩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奖励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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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5.7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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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体育局、市体育局、县（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省级少体校的设立、变更、终止的初审                                                                                                   
2.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登记审查                                                                                                            
3.省级体育社会团体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初审                                                                                               
4.对运动学校的设立、变更、终止的初审

市级：1.对市级少体校的设立、变更、终止的初审                                                                                               
2.市级体育社会团体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初审                                                                                       
3.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登记审查                                                                                                     
4.对市级体育类社会团体年度检查的初审                                                                                                   
5.对市级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的初审

县（区）级：1.县级体育社会团体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初审
2.对县级少体校的设立、变更、终止的初审
3.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登记审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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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5.8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体育局、市体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市级：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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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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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5.9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体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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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5.10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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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体育局、市体育局、县（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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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5.11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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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体育局、市体育局、县（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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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6统计局

46.1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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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统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统计专业技术资格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5 职业从业资格名称 zycyzgmc C(字符型) 50 √

6 职业从业资格等级 zycyzgdj C(字符型)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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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4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从业资格有效期至 c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核发机构 hfjg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6.2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统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涉外社会调查项目审批；2.涉外统计调查机构资格认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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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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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6.3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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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行政处罚                                                                                                      
2.对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材料消耗记录、生产记录、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记录、污染物排放监测记录
以及其他与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有关的原始资料的处罚                                                                                                                                      
3.对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迟报、虚报、瞒报或者拒报污染源普查数据的处罚                                                                                              
4.对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处罚                                                                                                                                                                 
5.对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处罚                                                                                                 
6.对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推诿、拒绝或者阻挠污染源普查人员依法进行调查的处罚                                                                                                                        
7.对组织实施营利性统计调查的处罚                                                                                                                  
8.对未通过取得涉外调查许可证的机构进行涉外调查的未取得涉外调查许可证进行涉外调查的伪造、冒用、转让涉外调查许可
证、涉外社会调查项目批准文件的使用已超过有效期的涉外调查许可证从事涉外调查的超出许可范围从事涉外调查的处罚                                                                                            
9.对未经批准，擅自进行涉外社会调查的未经批准，擅自变更已批准的涉外社会调查项目的泄露调查对象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的强迫调查对象接受调查的冒用其他机构名义进行涉外调查的未建立涉外调查业务档案的拒绝接受管理机关检查的在接受管理
机关检查时，拒绝提供情况和有关材料、提供虚假情况和材料的未在调查问卷、表格或者访谈、观察提纲首页显著位置标明并
向调查对象说明涉外调查许可证编号、调查项目的批准机关和批准文号、本调查为调查对象自愿接受的调查的处罚                                                                                                                                
10.对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处罚                                                                                                     
11.对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经济普查资料的处罚                                                                                                   
12.对未按时提供与经济普查有关的资料，经催报后仍未提供的处罚                                                                                          
13.对拒绝或者妨碍普查办公室、普查人员依法进行调查的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农业普查资料的未按时提供与农业普查有关的
资料，经催报后仍未提供的拒绝、推诿和阻挠依法进行的农业普查执法检查的在接受农业普查执法检查时，转移、隐匿、篡改
、毁弃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普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的处罚                                                                                                                                       
14.对任何单位违反相关规定伪造、变造或者冒用统计调查证的处罚                                                                                                                  
15.对迟报统计资料，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处罚                                                                                         
16.对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 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处罚                                                                                                 
17.对涉外调查机构的名称、登记类型、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住所等发生变更，未依法申请变更涉外调查许可证的终止
涉外调查业务，或者涉外调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向原颁发机关缴回涉外调查许可证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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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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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6.4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统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向检查对象查询有关事项等行政强制措施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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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6.5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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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统计局、市统计局、县（区）统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统计调查；2.调查统计违法行为和核查统计数据；3.统计执法检查

市级：1.统计调查；2.调查统计违法行为和核查统计数据

县（区）级：统计调查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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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6.6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统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人口普查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2.对统计工作做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3.对农业普查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4.对统计中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检举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5.对经济普查违法行为举报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6.对经济普查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7.对农业普查违法行为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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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6.7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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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统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统计领域（行业）特定严重失信企业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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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6.8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统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全省践行新发展理念先进县（市、区）荣誉表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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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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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6.9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统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经济普查资料任何单位违反相关规定伪造、变造或者冒用统计调查证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
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材料
消耗记录、生产记录、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记录、污染物排放监测记录以及其他与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有关的原始资料单位和个
体经营户迟报、虚报、瞒报或者拒报污染源普查数据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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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6.10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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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统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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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6.11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统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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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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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6.12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统计局、市统计局、县（区）统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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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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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6.13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统计局、市统计局、县（区）统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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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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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7文物局

47.1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物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文物保护工程从业资格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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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5 职业从业资格名称 zycyzgmc C(字符型) 50 √

6 职业从业资格等级 zycyzgdj C(字符型) 10 √

7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4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从业资格有效期至 c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核发机构 hfjg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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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7.2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物局、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县（区）文旅体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或者古建筑改变用途审核
2.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或者古建筑改变用途审批
3.已经建立馆藏文物档案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交换馆藏文物审批
4.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借用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审批
5.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审批
6.文物拍卖标的审核
7.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乙级及以下、施工资质二级及以下和监理资质乙级及以下）资质证书核发
8.境外机构和团体拍摄考古发掘现场审批
9.省级博物馆一级以下（不含一级）文物藏品取样分析的许可
10.省级博物馆处理不够入藏标准、无保存价值的文物或标本审批
11.文物保护单位的迁移、拆除或者不可移动文物的原址重建审批
12.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修缮计划和施工设计方案的许可
13.外国公民、组织和国际组织参观未开放的文物点和考古发掘现场审批
14.设立文物商店审批
15.馆藏二、三级文物修复、复制、拓印许可
16.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许可
17.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核
18.考古发掘单位保留少量出土文物作为科研标本许可
19.需进行文物考古调查、勘探的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审批
20.迁移、重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的许可                                                                                              
21.建设工程涉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实施原址保护措施的许可
22.馆藏文物修复、复制、拓印单位资质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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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借用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审批
2.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修缮计划和施工设计方案的许可
3.出土文物在移交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前复制和对外展示的许可
4.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或者古建筑改变用途审核
5.建设工程涉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审批
6.迁移、重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的许可
7.市级博物馆处理不够入藏标准、无保存价值的文物或标本审批
8.需进行文物考古调查、勘探的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审批
9.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审批
10.博物馆一级以下(不含一级)文物藏品取样分析的许可

县（区）级：1.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借用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审批                                                                     
2.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审批                                                                  
3.迁移、重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的许可
4.建设工程涉及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实施原址保护措施审批
5.县级博物馆处理不够入藏标准、无保存价值的文物或标本审批
6.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或者古建筑改变用途审核
7.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修缮计划和施工方案许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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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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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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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违反规定挪用或者侵占依法调拨、交换、出借文物所得补偿费用的处罚
2.对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排放污水、挖砂取土取石、修建坟墓、堆放垃圾和其他可能损害文物安全的处罚
3.对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其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同意、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对
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的处罚
4.对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处罚
5.对将国有馆藏文物赠与、出租或者出售给其他单位、个人的处罚
6.对违反秦始皇陵保护条例有关规定的处罚
7.对擅自改变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用途的处罚
8.对刻划、涂污、张贴或者损坏文物尚不严重的,或者损毁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的处罚
9.对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明显改变文物原状的处罚
10.对未经批准擅自修复、复制、拓印馆藏珍贵文物的处罚
11.外国组织和国际组织违反规定，擅自参观文物点或者擅自收集文物、自然标本、进行考古记录的处罚
12.对违反规定处置国有馆藏文物的处罚
13.对违反规定交换、出馆展览馆藏文物的处罚
14.对破坏水下文物，私自勘探、发掘、打捞水下文物，或者隐匿、私分、贩运、非法出售、非法出口水下文物的处罚
15.对伪造、涂改文物拍卖批准文件或者销售标识的处罚
16.对发现文物隐匿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或者未按照规定移交拣选文物的处罚
17.对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或者将禁止出境的文物转让、出租、质押给外国人的处罚
18.对擅自在原址重建已全部毁坏的不可移动文物，造成文物破坏的处罚
19.对文物收藏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防火、防盗、防自然损坏的设施的处罚
20.对博物馆从事非文物藏品的商业经营活动，或者从事其他商业经营活动违反办馆宗旨、损害观众利益的处罚                                              
21.对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处罚
22.对博物馆取得来源不明或者来源不合法的藏品，或者陈列展览的主题、内容造成恶劣影响的处罚
23.对将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或者抵押给外国人的处罚
24.对施工单位未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擅自从事文物修缮、迁移、重建的处罚
25.对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法定代表人离任时未按照馆藏文物档案移交馆藏文物，或者所移交的馆藏文物与馆藏文物档案不符的处
罚
26.对转让或者抵押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将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的处罚
27.对未取得资质证书，擅自从事馆藏文物的修复、复制、拓印活动的处罚
28.对将不符合规定条件的长城段落辟为参观游览区的，或者将长城段落辟为参观游览区未按照规定备案的处罚
29.对文物商店从事文物拍卖经营活动的，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从事文物购销经营活动的，拍卖企业拍卖的文物未经审核
的，文物收藏单位从事文物的商业经营活动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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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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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7.4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物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加处罚款
2.对文物违法行为先行登记保存涉案文物或涉案工具等相关证据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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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7.5行政给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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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1042002050000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200205行政给付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在公民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依法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与物质有关权益的
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物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修缮资金给付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给付类型 jflx C(字符型) 1 √
0=抚恤金；1=特定人员离退休金；2=社会救济、福利金；3=
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4=特定对象补贴；9=其他（可多
选）

4 给付内容 jfnr C(字符型) 2000 √

5 给付日期 j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给付决定机关 jf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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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给付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7.6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物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文博单位消防安全的检查
2.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检查
3.博物馆的监督检查
4.文物保护监督检查
5.对文物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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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7.7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物局、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县（区）文旅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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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公布
2.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及以下文物保护单位（含省级水下文物保护单位、水下文物保护区）的认定
3.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核定
4.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划定
5.文物的认定
6.文博单位二、三级风险等级认定
7.文物收藏单位收藏文物的定级

市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及以下文物保护单位（含省级水下文物保护单位、水下文物保护区）的认定

县（区）级：1.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及以下文物保护单位（含省级水下文物保护单位、水下文物保护区）的认定
2.不可移动文物的登记和公布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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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7.8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物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文物保护和博物馆事业有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2.文物系统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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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7.9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裁决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裁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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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
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物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文物认定的裁决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裁决种类 cjzl C(字符型) 1 √
0=侵权纠纷；1=补偿纠纷；2=损害赔偿纠纷；3=权属纠纷；
4=国有资产产权；5=专利强制许可；6=经济补偿；7=民间纠
纷；9=其他

4 裁决内容 cjnr C(字符型) 2000 √

5 裁决事由 cjsy C(字符型) 2000 √

6 法律依据 flyj C(字符型) 2000 √

7 裁决机关 cjjg C(字符型) 200 √

8 裁决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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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裁决日期 c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7.10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物局、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县（区）文旅体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可移动文物定级的备案
2.文物入境展览的备案
3.省级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的备案
4.博物馆设立、变更与终止的备案
5.文物保护单位（含水下）的核定
6.文物收藏单位藏品档案备案
7.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途的备案
8.省外考古发掘单位进行考古发掘的备案

市级：1.文物保护单位（含水下）的核定
2.文物收藏单位藏品档案备案
3.可移动文物定级的备案
4.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途的备案

县（区）级：1.文物收藏单位藏品档案备案
2.文物保护单位（含水下）的核定
3.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途的备案
4.可移动文物定级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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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7.11荣誉表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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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物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最美陕西文物安全守护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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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7.12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物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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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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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7.13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物局、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县（区）文旅体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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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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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7.14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文物局、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区文旅体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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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第 1085 页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8人防办

48.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人民防空工程建设
2.人民防空工程设计乙级（含）以下资质审批
3.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审批
4.人民防空工程监理乙级（含）以下资质审批

市级：1.人民防空工程建设
2.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许可
3.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审批
4.人防工程易地建设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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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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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8.2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处罚
2.对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处罚
3.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
和使用效能的处罚
4.对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处罚
5.对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处罚
6.对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处罚
7.对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处罚
8.对不修建或者未按规定的面积修建防空地下室，且无法补建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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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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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8.3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征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凭借国家政权，依法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强制地、无偿地征集金钱或实物的行为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人民防空建设经费的征收

市级：人民防空建设经费的征收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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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征收种类 zszl C(字符型) 1 √
0=税收征收；1=资源费征收；2=建设资金征收；3=排污费征
收；4=滞纳金征收；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征收；9=其他
（可多选）

4 征收内容 zsnr C(字符型) 2000 √

5 征收日期 z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征收机关 zsjg C(字符型) 200 √

7 征收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s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8.4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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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人民防空教育的检查
2.人防工程质量监督和竣工验收检查
3.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的监督检查
4.对城市和经济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进行检查
5.人防工程防护设备生产企业、检测机构的管理及其生产、安装、质量检测的监督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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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8.5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在人民防空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组织或者个人进行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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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8.6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人防工程档案备案
2.地下空间兼顾人防审批管理
3.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和变更使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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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2.人防工程档案备案
3.地下空间兼顾人防审批管理
4.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和变更使用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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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8.7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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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48.8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县（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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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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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8.9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县（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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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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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9信访局

49.1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信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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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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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9.2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信访局、市信访局、县（区）信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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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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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9.3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信访局、市信访局、县（区）信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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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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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49.4失信违约举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1042005030000失信违约举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投诉信息（其他类-投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信用主体投诉和被投诉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信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违约举报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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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投（申）诉日期 t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投（申）诉事由 tssy C(字符型) 2000 √

8 投（申）诉处理机构 tscljg C(字符型) 100 √

9 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投（申）诉处理结果 tscljg C(字符型) 100 √

11 投（申）诉处理日期 tscl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5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0医保局

50.1社会保险单位参保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社会保险单位参保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社会保险信息（公共信用类-社会保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医疗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社会保险单位参保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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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参保单位名称 cbdw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单位社会保险编号 dwshbxbh C(字符型) 18 √

4 单位类型 dwlx C(字符型) 2 √ 参保单位类型（19 类），参照 GB/T20091-2006

5 参加养老保险人数 cjylbxrs C(字符型) 10 √

6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cjsybxrs C(字符型) 10 √

7 参加医疗保险人数 cjylbxrs C(字符型) 10 √

8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cjgsbxrs C(字符型) 10 √

9 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cjsybxrs C(字符型) 10 √

10 参保缴费状态 cbjfzt C(字符型) 1 √
0=参保缴费；1=暂停缴费（中断）；2=终止缴费分类（终止缴
费指当月非死亡终止）；9=其他

11 参保起始日期 cbq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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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业务期别 ywqb C(字符型) 10 √

13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中文全称

14 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d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登记日期 d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8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0.2社会保险个人参保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社会保险个人参保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社会保险信息（公共信用类-社会保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的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医疗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社会保险个人参保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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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参保人 cbr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参保编号 cbbh C（字符型） 18 √

5 参保单位 cbdw C（字符型） 200 √

6 参保缴费状态 cbjfzt C（字符型） 1 √
0=参保缴费；1=暂停缴费（中断）；2=终止缴费分类（终止缴费指

当月非死亡终止）；9=其他

7 首次参保日期 sccb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险种类型 xzlx C（字符型） 1 √
0=养老保险；1=医疗保险；2=失业保险；3=生育保险；4=工
伤保险；9=其他

9 经办机构名称 jbjgmc C（字符型） 200 √

10 经办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0.3社会保险单位缴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社会保险单位缴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社会保险信息（公共信用类-社会保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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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医疗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社会保险单位缴纳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在市场监管、民政等部门登记的单位全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缴费时间 jfsj D(日期型） √ 采用GB/T7408,YYYYMMDD格式

4 类型 lx C（字符型） 1 √
0=养老保险；1=医疗保险；2=失业保险；3=生育保险；4=工
伤保险；9=其他

5 职工工资总额 zggzz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6 单位缴费基数 dwjfjs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7 本月应缴金额合计 byyjjehj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8 应缴费人数 yjfrs N（数值型）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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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月实缴金额合计 bysjjehj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10 实际缴费人数 sjjfrs N（数值型） 10 √

11 经办机关全称 jbjgqc C（字符型） 200 √ 例：XX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2 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缴纳日期 jnrq D(日期型） √ 采用GB/T7408,YYYYMMDD格式

14 是否按时缴纳 sfasjn C（字符型） 1 √ 0=否；1=是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0.4社会保险个人缴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社会保险个人缴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社会保险信息（公共信用类-社会保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的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医疗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社会保险个人缴纳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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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GA/T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缴费年月 jfny C（字符型） 20 √

5 类别 lb C（字符型） 1 √
0=养老保险；1=医疗保险；2=失业保险；3=生育保险；4=工
伤保险；9=其他

6 缴费基数 jfjs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7 本月个人缴费金额 bygrjfj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8 本月单位缴费金额 bydwjfj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9 缴纳单位名称 jndwmc C（字符型） 200 √

10 缴纳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n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缴纳日期 jnrq D(日期型） √ 采用GB/T7408,YYYYMMDD格式

12 经办机关全称 jbjgqc C（字符型） 200 √

13 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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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0.5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1042002050000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200205行政给付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在公民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依法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与物质有关权益的
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医疗保障局、县（区）医疗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县（区）级：1.医疗救助对象认定及救助金给付；2.部分抚恤补助对象住院费用的医疗补助给付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给付类型 jflx C(字符型) 1 √
0=抚恤金；1=特定人员离退休金；2=社会救济、福利金；3=
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4=特定对象补贴；9=其他（可多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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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给付内容 jfnr C(字符型) 2000 √

5 给付日期 j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给付决定机关 jfjg C(字符型) 200 √

7 给付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0.6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医疗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监管；2.定点医院医疗行为稽核；3.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监督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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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0.7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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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医疗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医疗保障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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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0.8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医疗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假病人”“假病情”“假票据”“假血透”等欺诈骗保行为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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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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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0.9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医疗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医疗保障领域失信对象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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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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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0.10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医疗保障局、市医疗保障局、县（区）医疗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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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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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0.11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医疗保障局、市医疗保障局、县（区）医疗保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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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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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1乡村振兴局

51.1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1042002050000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200205行政给付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给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在公民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依法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与物质有关权益的
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乡村振兴局（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市乡村振兴局（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县（区）乡村振兴局（县（区）扶贫开发办公
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分配管理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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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给付类型 jflx C(字符型) 1 √
0=抚恤金；1=特定人员离退休金；2=社会救济、福利金；3=
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4=特定对象补贴；9=其他（可多
选）

4 给付内容 jfnr C(字符型) 2000 √

5 给付日期 jf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给付决定机关 jfjg C(字符型) 200 √

7 给付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1.2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乡村振兴局（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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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在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及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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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1.3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乡村振兴局（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市乡村振兴局（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县（区）乡村振兴局（县（区）扶贫开发办公
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县（区）：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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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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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1.4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乡村振兴局（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全省扶贫开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2.省“两联一包”扶贫先进单位和个人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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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1.5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乡村振兴局（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市乡村振兴局（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县（区）乡村振兴局（县（区）扶贫开发办公
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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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第 1134 页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1.6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乡村振兴局（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市乡村振兴局（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县（区）乡村振兴局（县（区）扶贫开发办公
室）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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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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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2地方金融监管局

52.1上市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上市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企业上市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市金融工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企业上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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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上市公司名称 jtmc C（字符型） 200 √ 集团法定名称

2 上市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ttyshxydm C（字符型） 18 √ 采用 GB 32100-2015

3 上市时间 ss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4 上市地点 ssdd C（字符型） 1 √ 0=上海；1=深圳；2=香港；3=北京；4=海外；9=其他

5 股票代码 gpdm C（字符型） 6 √

6 公司简称 gsjc C（字符型） 50 √

7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kggd C（字符型） 100 √

8 公司董秘 gsdm C（字符型） 100 √

9 主承销商 zcxs C（字符型） 200 √

10 上市推荐人 sstjr C（字符型） 200 √

11 保荐机构 bj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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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2.2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融资担保公司的设立与变更审批；2.设立典当行及分支机构审批（设立、变更、注销）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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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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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2.3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典当行从商业银行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借款，与其他典当行拆借或者变相拆借资金超过规定限额从商业银行贷款                                                                                                               
2.对外投资的处罚                                                                                                         
3.对典当行当金利率及月综合费率违反规定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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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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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2.4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市金融工作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对企业挂牌上市的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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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2.5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除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以外的名称中含“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设立审批（陕西省行政区域内的交易
场所及其分支机构的设立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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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2.6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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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信息；2.违法失信上市公司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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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2.7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伪造、变造信用证、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恶意骗取贷款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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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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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2.8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共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公共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2.认定为重点上市后备企业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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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5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6 认定机构名称 rdjgmc C(字符型) 200 √

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认定结果有效期始 rd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结果有效期止 rd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2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2.9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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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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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2.10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移出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信息；2.移出违法失信上市公司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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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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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2.11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市金融工作局、县（区）金融办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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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第 1155 页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2.12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市金融工作局、县（区）金融办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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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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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3粮食和储备局

53.1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仓储人员资质资格信息：（粮油）仓储管理员                                                                                                      
2.检验、检测和计量服务人员资质资格信息：农产品食品检验员                                                                                                                   
3.粮油加工人员资质资格信息：制米工、制粉工、制油工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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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5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职业技能名称 zyjnmc C(字符型) 50 √

7 职业技能等级 zyjndj C(字符型) 10 √

8 职业技能证书号 zyjnzsh C(字符型) 24 √

9 职业技能取得日期 zyjnq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职业技能审批单位 zyjnspdw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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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3.2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县（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省级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2.军粮供应站资格、军粮供应委托代理资格认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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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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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粮食经营者销售成品粮或食用植物油未使用符合规定的包装或标识，未注明生产日期、保存条件或保质期的处罚                                                                                                       
2.对违反规定拆除、迁移粮油仓储物流设施，非法侵占、损坏粮油仓储物流设施或者擅自改变其用途的处罚                                                          
3.对未经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自从事粮食收购活动行为的处罚                                                                                                
4.对未实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制度的处罚                                                                                                             
5.粮食经营者销售粮食未执行粮食质量标准、食品安全标准，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的处罚                                                                           
6.对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加工和销售等经营活动不符合粮食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相关规定的处罚                                                         
7.对违规使用粮食仓储设施、运输工具情况的处罚                                                                                                         
8.粮食经营者采购和供应未经专业粮食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或者不符合规定的质量等级要求的政策性粮食的处罚                                                         
9.粮食经营者未按规定建立或保存粮食质量安全档案的处罚                                                                                               
10.对违反粮油仓储备案、出入库、储存、名称使用制度、粮油仓储单位条件的处罚                                                                                
11.粮食经营者未执行储粮药剂使用管理制度、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处罚                                                                                  
12.对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粮食收购资格许可的处罚                                                                                              
13.粮食经营者运输粮食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使用被污染的运输工具或者包装材料运输、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装运输、使用未经清洗
、消毒的容器运输和储存食用植物油的处罚                                                                                                                                          
14.对粮食经营者收购粮食，未按照粮食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及有关规定，对相关粮食质量安全项目进行检验的处罚                                                  
15.对陈粮出库未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进行质量鉴定的行政处罚                                                                                    
16.粮食经营者收购和销售污染粮食定向用作非食品原料的，未单收、单储，未在收购码单、销售凭证中明确标识用途的处罚                                             
17.粮食经营者销售禁止销售的粮食作为口粮的处罚                                                                                                          
18.对粮食经营者收购、储存、运输、销售、加工、统计和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等违法情况的处罚                                                                   
19.粮食经营者未实行粮食召回制度，发现其销售的粮食有害成分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未按规定召回、停止经营的、召
回后未按规定处理的处罚                                                                                                                                                          
20.对供应补助粮食的企业向退耕还林者供应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补助粮食的供应补助粮食的企业将补助粮食折算成现金或者
代金券支付的，或者回购补助粮食的处罚                                                                                                                                                               
21.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加工不具有保证粮食质量安全必备的加工条件，使用发霉变质的原粮、副产品进行加工，违反规定使用
添加剂，使用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包装材料或者具有影响粮食质量安全的行为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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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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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3.4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县（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粮油仓储监督检查                                                                                                                    
2.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                                        
3.对粮食经济现象实行统计监督                                                                                                              
4.对储备粮油的库存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以及执行有关政策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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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粮油仓储监督检查                                                                                                                      
2.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                                  
3.对储备粮油的库存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以及执行有关政策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县（区）级：1.粮油仓储监督检查                                                                                                                      
2.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                                  
3.对储备粮油的库存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以及执行有关政策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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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3.5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全国粮食系统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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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3.6粮食和物资储备备案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粮食和物资储备备案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仓储物流信息（业务经营类-仓储物流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粮食和物资仓储、储备备案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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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仓储物资储备备案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为机构时填写，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备案号 bah C（字符型） 30 √

7 备案时间 ba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8 备案名称 bamc C（字符型） 100 √

9 备案方式 bafs C（字符型） 1 √ 0=实物储备；1=委托企业储备

10 现有物资类别 xywzlb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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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资数量 wzsl N（数值型） 30 √ 单位：吨、件、套

12 储存地址 ccdz C（字符型） 1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13 备案机构 bajg C（字符型） 200 √

14 备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ba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3.7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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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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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县（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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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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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县（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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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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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能源局

54.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能源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煤矿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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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4.2行政处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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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能源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危害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行为的处罚
2.对违反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法规定情形的处罚
3.对在埋地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上方巡查便道上行驶重型车辆的处罚
4.对发生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事故，管理企业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者减轻事故危害的处罚
5.对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电力线路设施和危害电力设施建设的处罚
6.对单位和个人窃电的处罚
7.对未经批准，违反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进行施工作业的处罚
8.对煤矿未按照规定建设配套煤炭洗选设施的处罚
9.对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企业不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管道未及时更新、改造或者停止使用的处罚
10.对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植物、堆放物品，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处罚
11.对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燃放烟花爆竹或者悬挂气球、放风筝、垂钓攀登变压器台架、杆塔和拉线的处罚
12.对危及电力设施或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安全的处罚
13.对未经批准或者未采取安全措施在电力设施周围或者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作业，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处罚
14.对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企业未依照规定将管道竣工测量图报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的处罚
15.对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企业未依照规定设置、修复或者更新有关管道标志的处罚
16.对未制定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或者未将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报人民政府主管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
备案的处罚
17.对未依照本法规定设置、修复或者更新有关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标志的处罚
18.对非法占用变电设施用地、输电线路走廊或者电缆通道的处罚
19.对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企业未对停止运行、封存、报废的管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的处罚
20.对移动、毁损、涂改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标志的处罚                                                                                                     
21.对阻碍依法进行的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建设的处罚
22.对任何单位和个人损毁、移动和破坏电力设施保护标志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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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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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4.3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能源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非法占用变电设施用地、输电线路走廊或者电缆通道的强制清除
2.对危害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行为的强制拆除
3.对违法修建的危害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限期拆除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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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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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能源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煤矿企业和煤炭经营企业执行煤炭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对煤炭工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
3.对危害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的检查（城镇燃气管道除外）
4.对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的检查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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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4.5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能源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煤炭行业职业能力鉴定；2.煤炭工程系列职称评审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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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4.6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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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能源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信息报送和信息披露工作表现突出的单位或个人的表彰
2.对举报违反电力监管有关规定行为的有功人员的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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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4.7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裁决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
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能源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电力并网互联争议的裁决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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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裁决种类 cjzl C(字符型) 1 √
0=侵权纠纷；1=补偿纠纷；2=损害赔偿纠纷；3=权属纠纷；
4=国有资产产权；5=专利强制许可；6=经济补偿；7=民间纠
纷；9=其他

4 裁决内容 cjnr C(字符型) 2000 √

5 裁决事由 cjsy C(字符型) 2000 √

6 法律依据 flyj C(字符型) 2000 √

7 裁决机关 cjjg C(字符型) 200 √

8 裁决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裁决日期 c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4.8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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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能源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煤矿生产能力核定
2.煤矿建设项目联合试运转审批
3.煤矿建设项目开工告知备案
4.煤矿生产能力、生产要素登记、公告
5.煤炭建设工程质量监督认证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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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4.9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能源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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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4.10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能源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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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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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4.11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能源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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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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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5中医药局

55.1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中医药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药物制剂工、中药炮制工（中药饮片加工人员）、保健调理师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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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5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职业技能名称 zyjnmc C(字符型) 50 √

7 职业技能等级 zyjndj C(字符型) 10 √

8 职业技能证书号 zyjnzsh C(字符型) 24 √

9 职业技能取得日期 zyjnq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职业技能审批单位 zyjnspdw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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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中医药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中医医师执业注册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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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5.3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中医药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中医医师执业注册
2.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设置审批（中医）
3.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内地设置独资医院审核和执业许可（中医）
4.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医师申请内地医师资格认定（中医）
5.对中医（专长）医师的资格认定
6.中医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及执业许可
7.外籍医师来华短期执业许可（中医）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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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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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5.4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中医药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造成重大中医药资源流失和国家科学技术秘密泄露的处罚
2.对中医医师超出注册的执业范围从事诊疗活动的处罚
3.对损毁或者破坏中医药文献的处罚
4.对中医医疗机构不符合中医医疗机构设置标准获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资格，未按照规定向参保人员提供基
本医疗服务的处罚
5.对中医药教育机构违反:（一）不符合规定的设置标准的（二）没有建立符合规定标准的临床教学基地的处罚
6.对已通过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审核或者复核同意从事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的违反法律法规的处罚
7.未经批准擅自开办中医医疗机构或者未按照规定通过执业医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取得执业许可，从事中医医疗活动
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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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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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5.5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中医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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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中医医疗机构评审
2.中医医疗机构医师考核确认
3.对中医医疗机构医疗机构配制制剂审核
4.对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认定
5.中药品种保护申请的初审
6.省级中医医疗机构的校验
7.中医医疗机构医师执业注册确认
8.中医医疗广告发布认定
9.合并撤销政府举办的地市级中医医疗机构或改变中医医疗机构性质的确认
10.中医医疗机构设立制剂室审核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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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5.6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中医药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社会公认的医德高尚和艺术精湛的中医药学科有突出贡献人员授予名中医称号；
2.对在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中医医疗工作等中做出显著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奖励表彰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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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5.7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裁决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裁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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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
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中医药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两个以上申请人申请相同或已经核准登记的医疗机构名称争议的裁决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裁决种类 cjzl C(字符型) 1 √
0=侵权纠纷；1=补偿纠纷；2=损害赔偿纠纷；3=权属纠纷；
4=国有资产产权；5=专利强制许可；6=经济补偿；7=民间纠
纷；9=其他

4 裁决内容 cjnr C(字符型) 2000 √

5 裁决事由 cjsy C(字符型) 2000 √

6 法律依据 flyj C(字符型) 2000 √

7 裁决机关 cjjg C(字符型) 200 √

8 裁决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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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裁决日期 c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5.8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中医药管理局、市中医药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市级：中医诊所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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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5.9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中医药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陕西省中医药突出贡献奖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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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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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5.10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中医药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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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5.11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中医药管理局、市中医药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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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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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5.12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中医药管理局、市中医药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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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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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6药监局

56.1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执业药师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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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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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6.2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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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药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
2.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购买审批
3.化妆品生产许可
4.国产药品不改变药品内在质量的补充申请行政许可
5.区域性批发企业从定点生产企业购买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审批
6.科研和教学用毒性药品购买审批
7.生产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审批
8.医疗单位使用放射性药品许可
9.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区域性批发企业经营审批、专门从事第二类精神药品批发企业经营审批
10.国产药品再注册审批
11.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审批
12.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生产企业审批
13.药品生产企业许可
14.药品、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审批
15.医疗机构配制制剂许可
16.经营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审批
17.药品批发企业许可
18.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进出口审批
19.药品委托生产审批
20.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原料药定点生产审批                                                                                     
21.医疗机构制剂委托配制批准
22.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
23.药品批发企业经营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审批
24.区域性批发企业需就近向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资格的医疗机构销售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审批
25.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品种和制剂调剂审批
26.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认证
27.全国性批发企业向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资格的医疗机构销售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审批

市级：1.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2.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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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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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6.3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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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定点生产企业未按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年度生产计划安排生产的未依照规定向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生产情况的
未依照规定储存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或者未依照规定建立、保存专用账册的未依照规定销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未依照规定
销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处罚
2.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为他人 以本企业的名义经营药品提供场所，或者资质 证明文件，或者票据等便利条件的处罚
3.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定点批发企业违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购进、供药、送货、报告、储存、销毁规定的，区域性批发企
业之间违反规定调剂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处罚
4.对药品零售企业在执业药师或者其他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不在岗时销售处方药或者甲类非处方药的处罚
5.对体育健身活动经营单位向体育健身活动参加者提供含有禁用物质的药品、食品的处罚
6.对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或者医疗机构从无《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购进药品的处罚
7.对未经批准,擅自在城乡集市贸易市场设点销售药品或者在城乡集市贸易市场设点销售的药品超出批准经营的药品范围的处罚
8.对区域性批发企业之间违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的规定调剂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或者因特殊情况调剂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后未依照规定备案的处罚
9.对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使用单位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建立并执行医疗器械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处罚
10.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定点生产企业未按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年度生产计划安排生产，或未依照规定向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报告生产情况或未依照规定储存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或者未依照规定建立、保存专用账册，或未依照规定销售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或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处罚
11.对药品研究单位在普通药品的实验研究和研制过程中，产生本条例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报
告的处罚
12.对医疗器械使用单位未按规定对重复使用、一次性使用的医疗器械进行处理的处罚
13.对医疗器械经营企业未依照《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办理登记事项变更的的处罚
14.对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保健用品标识不符合规定的处罚
15.对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使用单位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开展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未按照要求报告不良事件，或者对医疗
器械不良事件监测技术机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开展的不良事件调查不予配合的处罚
16.对生产企业擅自生产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或者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渠道供应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药品批发企业擅
自经营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或者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渠道供应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药品零售企业擅自经营蛋白同化
制剂、肽类激素的处罚
17.对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在药品购销中暗中给予、收受回扣或者其他利益，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或者
其代理人给予使用其药品的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等有关人员以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处罚
18.对拒绝化妆品卫生监督的处罚
19.对药品生产企业未按照规定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制度，或者无专门机构、专职人员负责本单位药品不良反应报
告和监测工作药品生产企业未建立和保存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档案的等行为处罚
20.对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单位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交易情况、不按规定保存交易记录或者不如实、不及时向公安
机关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销售情况的处罚.....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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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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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6.4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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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可能流入非法渠道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查封、扣押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医疗器械，违法使用的零配件、原材料以及用于违法
生产医疗器械的工具、设备
3.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药品及其有关材料
4.对扣押易制毒化学品监督检查时发现的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违法物品，必要时，临时查封有关场所
5.查封、扣押未按规定使用低温、冷藏设施设备运输和储存的药品
6.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疫苗及其有关材料
7.对查封、扣押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疫苗及其他有关材料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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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6.5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活动网站的监督检查
2.药品批发企业监督检查
3.化妆品生产经营的监督检查
4.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监督检查
5.对医疗器械监督检查
6.互联网药品销售第三方平台监督检查
7.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的监督检查
8.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和调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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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6.6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第 1224 页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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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6.7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药监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国产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
2.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备案
3.携带少量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出入境证明
4.药品生产企业关键人员、关键设备、设施变更备案

市级：1.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备案
2.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
3.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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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6.8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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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医药行业失信企业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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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6.9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两优一先”荣誉表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第 1229 页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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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6.10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无证行医、非法医疗、疫苗安全；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擅自仿制、伪造有关证明文件进行生产、销售的                         
2.生产、销售、使用假药；提供虚假材料、采取欺骗手段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生产、销售假
劣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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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6.11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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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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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6.12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医药行业失信企业黑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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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第 1235 页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6.13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药监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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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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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6.14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药监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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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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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7知识产权局

57.1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知识产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专利代理师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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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7.2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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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知识产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陕西省专利奖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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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7.3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裁决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
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知识产权局、市知识产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专利侵权纠纷的裁决

省级：专利侵权纠纷的裁决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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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裁决种类 cjzl C(字符型) 1 √
0=侵权纠纷；1=补偿纠纷；2=损害赔偿纠纷；3=权属纠纷；
4=国有资产产权；5=专利强制许可；6=经济补偿；7=民间纠
纷；9=其他

4 裁决内容 cjnr C(字符型) 2000 √

5 裁决事由 cjsy C(字符型) 2000 √

6 法律依据 flyj C(字符型) 2000 √

7 裁决机关 cjjg C(字符型) 200 √

8 裁决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裁决日期 c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7.4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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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知识产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财政资金扶持项目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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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7.5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知识产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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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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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7.6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知识产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陕西省专利奖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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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7.7弄虚作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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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知识产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异常倒卖专利申请；2.抄袭剽窃他人成果；3.专利弄虚作假、侵权假冒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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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7.8知识产权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1042004050003知识产权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资产信息（业务经营类-资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资产信息-知识产权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知识产权局、市知识产权局、县（区）知识产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市、县（区）级：知识产权登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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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产权所有人 cqsy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知识产权登记证号 zscqdjzh C(字符型) 24 √

5 知识产权名称 zscqmc C(字符型) 100 √

6 知识产权种类 zscqzl C(字符型) 2 √
0=著作权；1=专利权；2=商标专用权；3=发现权；4=发明
权；9=其他科技成果权

7 代理机构 dljg C(字符型) 200 √

8 代理人 dlr C(字符型) 100 √

9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中文全称

10 登记日期 d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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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1042004050005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资产信息（业务经营类-资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资产信息-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知识产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出质人 c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知识产权登记证号 zscqdjzh C(字符型) 24 √

5 知识产权名称 zscqmc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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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知识产权种类 zscqzl C(字符型) 1 √
0=著作权；1=专利权；2=商标专用权；3=发现权；4=发明
权；5=其他科技成果权；9=其他

7 质权人 zq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8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9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0 质权登记期限 zqdjqx D(日期型) √

11 状态 zt C(字符型) 100 √

12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中文全称

13 质权登记日期 zqd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7.10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知识产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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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第 1255 页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7.11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知识产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知识产权（专利）领域失信对象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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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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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7.12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知识产权局、市知识产权局、县（区）知识产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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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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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7.13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知识产权局、市知识产权局、县（区）知识产权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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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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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8煤矿安全监察局

58.1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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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8.2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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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分局、市煤炭工业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其他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市级：煤矿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核发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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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8.3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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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行政许可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2.对事故隐患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3.对整顿关闭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4.对检查整改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5.对采掘工程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6.对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7.对警示标志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8.对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9.对承包租赁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10.对安全培训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11.对“一通三防”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12.对其他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13.对设施设备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14.对违章作业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15.对防治水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16.对应急救援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17.对煤矿领导带班下井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18.对劳动保护类违法行为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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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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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8.4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
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
2.对存在重大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采取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等措施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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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8.5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

第 1269 页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的监督检查
2.对建设单位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3.对事故发生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4.对煤矿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执业活动的监督检查
5.对煤矿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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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8.6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煤矿安全监察局、省煤矿安全监察分局、市煤炭工业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防治岩石与二氧化碳（瓦斯）突出措施的备案
2.突出煤层和突出矿井鉴定的备案

市级：1.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定级
2.煤矿建设项目联合试运转审批
3.煤矿企业应急预案告知性备案
4.煤矿建设项目开工告知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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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8.7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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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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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8.8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煤矿安全监察局、省煤矿安全监察分局、市煤炭工业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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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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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8.9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煤矿安全监察局、省煤矿安全监察分局、市煤炭工业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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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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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通信管理局

59.1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通信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信息通信网络终端维护员、信息通信网络机务员（移动通信机务
员/基站维护、传输机务员、数据通信机务员、电力通信运维员）、信息通信网络线务员（光缆线务员、宽带接入装维员、综合
布线装维员）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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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位名称 dwmc C(字符型) 200 √

5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职业技能名称 zyjnmc C(字符型) 50 √

7 职业技能等级 zyjndj C(字符型) 10 √

8 职业技能证书号 zyjnzsh C(字符型) 24 √

9 职业技能取得日期 zyjnq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职业技能审批单位 zyjnspdw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9.2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通信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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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5 职业从业资格名称 zycyzgmc C(字符型) 50 √

6 职业从业资格等级 zycyzgdj C(字符型) 10 √

7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4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从业资格有效期至 c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核发机构 hfjg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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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9.3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通信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设立互联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审批
2.试办电信新业务备案核准
3.电台呼号指配审批
4.电信网码号资源申请审批
5.电信网码号资源变更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第 1281 页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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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9.4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通信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通信建设项目投标、中标和评审结论无效进行认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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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9.5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通信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电信服务工作中用户满意的先进典型的表彰和鼓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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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9.6行政裁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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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裁决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裁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
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通信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电信网间互联争议进行行政裁决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裁决种类 cjzl C(字符型) 1 √
0=侵权纠纷；1=补偿纠纷；2=损害赔偿纠纷；3=权属纠纷；
4=国有资产产权；5=专利强制许可；6=经济补偿；7=民间纠
纷；9=其他

4 裁决内容 cjnr C(字符型) 2000 √

5 裁决事由 cjsy C(字符型) 2000 √

6 法律依据 flyj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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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裁决机关 cjjg C(字符型) 200 √

8 裁决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裁决日期 c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9.7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荣誉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荣誉性表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通信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陕西省通信行业用户满意企业”荣誉表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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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荣誉名称 rymc C（字符型） 200 √

2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3 代码或证件类型 dmhzjlx C(字符型) 3 √
法人和其他组织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自然人采用 GA/T 517
《常用证件代码》

4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5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为机构时填写，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对应

6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7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8 表彰类别 bzlb C（字符型） 100 √ 省级、市级、县级等

9 表彰事由 bzsy C（字符型） 2000 √

10 授予日期 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授予/表彰机关 bzjg C（字符型） 200 √

12
授予/表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bz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59.8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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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通信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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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59.9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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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通信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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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0地震局

60.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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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震局、市地震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地震监测台网建设、中止、撤销批准
2.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的审定及抗震设防要求的确定

市级：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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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0.2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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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未依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或未按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处罚
2.对建设单位未将抗震设防要求采用情况报备案的处罚
3.对违反法律规定，未按照要求增建抗干扰设施或者新建地震监测设施的处罚
4.未按地震小区划结果进行抗震设防的建设工程的处罚
5.对擅自公告震后地震趋势判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处罚
6.对未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地震监测台网建设的处罚
7.对地震监测台网建设、运行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情况的监督,对侵占、毁损、拆除或者擅自移动地震监测设施,危害地震观测
环境,破坏典型地震遗址、遗迹的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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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0.3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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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震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防震减灾检查
2.对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抗震设防要求执行情况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监督检查
3.地震监测台网建设、运行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情况监督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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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0.4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震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专用地震监测台网中止或终止的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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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0.5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震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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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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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0.6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震局、市地震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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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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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0.7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地震局、市地震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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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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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气象局
61.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气象局、市气象局、县（区）气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除电力、通信以外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资质认定
2.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
3.除大气本底站、国家基准气候站、国家基本气象站以外的气象台站迁建审批

市级：1.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2.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核
3.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审批
4.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
5.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

县（区）级：1.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
2.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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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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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1.2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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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违反施放气球安全管理等规定的处罚
2.对违反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竣工验收等管理规定的处罚
3.对编造、传播虚假气象灾害预测信息和应急处置工作信息的处罚
4.违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使用规定的处罚
5.对伪造气象资料、算改原始探测数据或者出具虛假论证结论的处罚
6.对违反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规定的处罚
7.危害气象设施行为的处罚
8.对非法向社会传播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预警信号的处罚
9.对使用不符合规定气象资料的处罚
10.对违反施放气球资质管理等规定的处罚
11.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处罚
12.危害气象探测环境活动的处罚
13.违反防雷装置设计、施工、检测管理规定的处罚
14.违法进行涉外气象探测活动的处罚
15.对违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定的处罚
16.对使用不符合技术要求的气象专用技术装备的处罚
17.在安全事故发生后隐瞒不报、谎报、故意迟延不报、故意破坏现场，或者拒绝接受调查以及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处罚
18.对开展气象探测活动未备案或未按规定汇交气象探测资料的处罚
19.违反气象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处罚
20.对新建气象台站、临时气象观测未备案的处罚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展气候资源探测的处罚
21.非法发布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处罚
22.对违反防雷资质管理等规定的处罚
23.对违反气象资料使用规定的处罚
24.对建设单位未按照目录管理要求进行建设项目气候可行性论证的处罚
25.对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志的处罚
26.违反涉外气象资料管理规定活动的处罚
27.对安装不符合使用要求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的处罚
28.对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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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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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1.3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气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危害气象探测环境限期恢复原状
2.非法探测设施强制拆除
3.危害国家一般气象站探测环境的行为限期拆除或恢复原状
4.破坏气象设施限期恢复原状
5.危害国家基准气候站、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的相关行为限期拆除或恢复原状
6.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志责令恢复原状
7.危害高空气象观测站、天气雷达站、气象卫星地面站、区域气象观测站和单独设立气象探测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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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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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气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施放气球活动的监督管理
2.对气象信息发布、传播和气象信息服务的监督管理
3.对气象专用技术装备的购买和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4.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从事气象行政审批事项活动的监督管理
5.对学校开展气象灾害防御教育的监督管理
6.对涉外气象活动的监督管理
7.对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
8.对气象学会和行业组织的监督管理
9.对防雷减灾工作的监督管理
10.对人工影响天气活动的的监督管理
11.对行业气象台站气象工作的监督管理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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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1.5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气象局、市气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确定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地点
2.雷电灾害的鉴定
3.气象探测资料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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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雷灾调查与鉴定
2.气象灾害性质等级确认
3.重大灾害的气象成因鉴定
4.雷电灾害的鉴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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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1.6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气象局、市气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外国组织和个人在本省从事防雷减灾活动的备案
2.新建、撤销气象台站备案
3.为开展气象信息服务而进行气象探测的备案
4.临时气象观测备案
5.境外活动、机构和个人在本省气候可行性论证活动备案

市级：1.为开展气象信息服务而进行气象探测的备案
2.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档案认可
3.涉外气象探测站（点）备案
4.气象信息服务单位建立气象探测站（点）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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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1.7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气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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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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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1.8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气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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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1.9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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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气象局、市气象局、县（区）气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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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1.10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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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气象局、市气象局、县（区）气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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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2测绘地理信息局 

62.1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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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注册测绘师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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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2.2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拆迁永久性测量标志或者使永久性测量标志失去使用效能审批
2.对外提供属于国家秘密的测绘成果审批
3.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要利用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审批
4.大城市和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审批
5.从事测绘活动的单位乙级、丙级、丁级测绘资质审批
6.地图审核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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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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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2.3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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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超越测绘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从事测绘活动、以其他测绘单位的名义从事测绘活动、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名义从
事测绘活动的处罚
2.对未在地图的适当位置显著标注审图号，或者未按照有关规定送交样本的处罚
3.对不需送审的地图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的处罚
4.对实施基础测绘项目不使用全国统一的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或者不执行国家规定的测绘技术规范和标准的处罚
5.对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使用未经依法审核批准的地图提供服务或者未对互联网地图新增内容进行核查校对的处罚
6.对让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测绘单位中标或者让测绘单位低于测绘成本中标的处罚
7.对通过互联网上传标注了含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地图上不得表示的内容的处罚
8.对转让测绘项目的处罚
9.对测绘成果保管单位未按照测绘成果资料的保管制度管理测绘成果资料，造成损毁、散失的擅自转让汇交的测绘成果资料的
未依法向测绘成果的使用人提供测绘成果资料的处罚
10.对干扰或者阻挠测量标志建设单位依法使用土地或者在建筑物上建设永久性测量标志无证使用永久性测量标志并拒绝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监督和负责保管测量标志的单位和人员查询的处罚
11.对经审核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的地图未按照审核要求修改即向社会公开的处罚
12.对不汇交测绘成果资料的处罚
13.对未取得测绘执业资格从事测绘活动的处罚
14.对弄虚作假、伪造申请材料骗取地图审核批准文件或者伪造、冒用地图审核批准文件和审图号的处罚
15.对未经审定编制、印刷、出版、展示、登载、附绘地图或者制作地图产品的处罚
16.对有损测量标志安全和使测量标志失去使用效能的行为的处罚
17.对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批准，或者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部门、单位合作，擅自从事测绘活动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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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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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2.4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征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凭借国家政权，依法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强制地、无偿地征集金钱或实物的行为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因防灾、减灾、国防建设等公共利益需要，无偿使用测绘成果
2.测量标志迁建费征收
3.测量标志使用费征收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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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征收种类 zszl C(字符型) 1 √
0=税收征收；1=资源费征收；2=建设资金征收；3=排污费征
收；4=滞纳金征收；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征收；9=其他
（可多选）

4 征收内容 zsnr C(字符型) 2000 √

5 征收日期 z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征收机关 zsjg C(字符型) 200 √

7 征收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s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2.5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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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互联网地图及其运行系统（平台）的监管检查
2.对测绘成果质量和测量标志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
3.对涉密地理信息获取、应用情况监督检查
4.对测绘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5.对涉及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测绘成果质量以及涉密测绘成果使用的监督检查
6.对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测绘的监督检查
7.测绘资质巡查
8.对测绘计量器具的监督检查
9.对各领域的测绘活动的监督检查
10.对测绘项目招投标的监督检查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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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2.6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奖励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奖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测绘成果管理工作的奖励
2.对测量标志保护工作的奖励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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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认定文书号 rdwsh C(字符型) 30 √

4 奖励名称 jlmc C(字符型) 100 √

5 奖励事项 jlsx C(字符型) 2000 √

6 奖励形式 jlxs C(字符型) 1 √
0=发给奖金或奖品；1=通报表扬；2=通令嘉奖；3=记功；4=
授予荣誉称号；5=晋级或晋职；9=其他（可多选）

7 奖励授予日期 jlsy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有效截止期 yx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授予机构 syjg C(字符型) 200 √

10 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sy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4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2.7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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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建设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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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2.8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弄虚作假、伪造申请材料骗取地图审核批准文件或者伪造、冒用地图审核批准文件和审图号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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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2.9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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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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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2.10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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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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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2.11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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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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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3邮政管理局

63.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邮政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目录

省级：1.撤销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邮政营业场所审批
2.停止办理或者限制办理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业务审批
3.快递业务经营许可
4.快递业务经营许可变更
5.快递业务经营许可延续
6.快递业务经营许可注销
7.快递业务许可证遗失补办
8.仿印邮票图案及其制品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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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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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3.2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邮政管理局、市邮政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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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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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3.3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邮政管理局、市邮政管理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第 1347 页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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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4城市执法局

64.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城管局、县（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集中供热经营许可证核发
2.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3.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
4.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许可
6.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7.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料、占道施工审批
8.环卫设施工程竣工验收
9.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10.建设工程施工需要迁移、改建排水、防洪设施批准
11.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置商业摊点、电话亭、宣传娱乐活动点、非机动车保管站和堆放物料、施工作业的批准
12.法定期限内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批准
13.环卫设施设计方案审批
14.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
15.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包括经过城市桥梁）审批
16.关闭、闲置、拆除城市环卫设施许可
17.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核准
18.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
19.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审核
20.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21.砍伐城市树木审批
22.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
23.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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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1.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置商业摊点、电话亭、宣传娱乐活动点、非机动车保管站和堆放物料、施工作业的批准
2.砍伐城市树木审批
3.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
4.城市公园内举办展览、文体表演等活动审批
5.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6.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
7.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核准
8.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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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4.2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征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凭借国家政权，依法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强制地、无偿地征集金钱或实物的行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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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城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征收种类 zszl C(字符型) 1 √
0=税收征收；1=资源费征收；2=建设资金征收；3=排污费征
收；4=滞纳金征收；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征收；9=其他
（可多选）

4 征收内容 zsnr C(字符型) 2000 √

5 征收日期 z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征收机关 zsjg C(字符型) 200 √

7 征收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s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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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4.3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县（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食品摊贩登记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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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4.4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城管局、县（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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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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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4.5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城管局、县（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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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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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5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局

65.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局、县（区）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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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携带、运输、邮寄三级档案、未定级的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和不属于国家所有但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
当保密的档案及其复制件出境的审批
2.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改扩建审查
3.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印刷企业和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审批
4.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5.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审批
6.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7.司法鉴定人执业、变更、注销登记
8.建设港口设施使用非深水岸线审批
9.一般艺术品进出口经营活动审批
10.煤矿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11.举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审批
12.教师资格认定
13.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
审批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审核
14.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15.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来内地临时办理审计业务审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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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县（区）级：1.公共租赁住房承租资格确认
2.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3.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
4.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5.临时占用林地审批
6.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7.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批
8.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                                                                                                                                                
9.排污许可
10.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
11.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
12.工程施工招标文件备案
13.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的农作物种子审批
14.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
15.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核发
16.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17.医疗广告审批
18.设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其业务范围审批
19.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20.县级立项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21.除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外其他危险化学品（不含仓储经营）经营许可
22.人民防空工程建设
23.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24.放射诊疗许可
25.经济适用住房购买资格确认
26.人防工程易地建设审批
27.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审核
28.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投资概算审批
29.砍伐城市树木审批
30.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审批
31.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审批
32.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等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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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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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5.2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征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凭借国家政权，依法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强制地、无偿地征集金钱或实物的行为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城市建筑垃圾处置费的征收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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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征收种类 zszl C(字符型) 1 √
0=税收征收；1=资源费征收；2=建设资金征收；3=排污费征
收；4=滞纳金征收；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征收；9=其他
（可多选）

4 征收内容 zsnr C(字符型) 2000 √

5 征收日期 z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征收机关 zsjg C(字符型) 200 √

7 征收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s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5.3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局

第 1363 页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陕西省敬老优待证办理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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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5.4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1.拆除工程和爆破工程相关资料备案
2.煤矿建设项目开工告知备案
3.小型水库除险加固竣工验收
4.地下水取水工程现场核验
5.煤矿建设项目联合试运转审批
6.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7.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建议书审批
8.单位推迟或提前向档案馆移交档案审批
9.中型水库和重点小型水库汛期安全调度运用计划审批
10.企业投资项目备案（10亿元以上）
11.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备案
12.对未开放档案提供利用的审查
13.档案馆设置备案
14.对重点建设项目（工程）档案的验收
15.煤矿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16.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投资概算审批
17.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定级
18.对涉密载体维修、销毁单位认定（涉密不予公开）
19.水利工程项目法人、水利水电施工企业、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农村水电站等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
20.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竣工验收                                                                                                                        
21.煤矿企业应急预案告知性备案
22.专门档案馆和部门档案馆建立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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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5.5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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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局、县（区）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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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5.6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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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市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局、县（区）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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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6消防部门

66.1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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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消防总队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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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6.2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消防总队、市消防支队、市消防支队区大队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审批
2.二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核准和注册审批
3.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4.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5.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核准
6.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7.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审批

市级：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县（区）级：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2.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3.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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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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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6.3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消防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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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
的操作人员，不持证，不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的处罚
2.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和制度，确定疏散通道、安全出口，配置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
道，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的处罚
3.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的处罚
4.对违规使用明火作业的消防行政处罚
5.对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过失引起火灾的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
时报警的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援的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擅自拆封或者
使用被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查封的场所、部位的处罚
6.对消防产品质量认证、消防设施检测等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文件的机构出具失实文件，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处罚
7.对未按标准检测、维修、保养消防设施、灭火器的处罚
8.对生产、销售不合格的消防产品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的，人员密集场所使用不合格的消防产品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的
消防产品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罚                                                                                                                                       
9.对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损坏、挪用或者擅自
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
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的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
物的对火灾隐患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通知后不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的处罚
10.对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通知火灾隐患后不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的处罚
11.对未取得相应资质、资格，擅自从事消防技术服务允许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人员上岗作业的处罚
12.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未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未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
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未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未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
培训和消防演练等行为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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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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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6.4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强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强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消防总队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存在不及时消除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火灾隐患的场所或者部位的临时查封
2.对当事人逾期不执行停产、停业使用、停止施工决定的强制执行
3.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为指挥火灾现场扑救的强制行为
4.对单位单位违法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
间距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拒不改正的代履
行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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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强制执行方式 qzzxfs C(字符型) 1 √
0=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2=扣押财
物；3=冻结存款、汇款；9=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可多选）

4 强制执行理由 qzzxly C(字符型) 2000 √

5 强制执行依据 qzzxyj C(字符型) 2000 √

6 强制执行措施 qzzxcs C(字符型) 2000 √

7 强制执行日期 qzzx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强制执行机关 qzzxjg C(字符型) 200 √

9
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qzzx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6.5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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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消防总队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或火灾隐患的核查
2.对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的消防检查
3.对消防技术服务质量的检查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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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6.6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消防总队、市消防支队区大队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

县（区）级：1.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2.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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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6.7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消防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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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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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6.8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消防总队、市消防支队、市消防支队区大队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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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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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6.9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消防总队、市消防支队、市消防支队区大队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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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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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7烟草专卖局

67.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烟草专卖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设立烟叶收购站（点）审批
2.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核发
3.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核发
4.烟草专卖品准运证核发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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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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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7.2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烟草专卖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烟草行业制假售假行为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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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7.3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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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烟草专卖局、市烟草专卖局、县（区）烟草专卖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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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7.4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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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省烟草专卖局、市烟草专卖局、县（区）烟草专卖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市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县（区）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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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8西安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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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安海关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出入境注册登记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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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8.2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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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安海关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海关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2.海关走私违规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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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8.3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征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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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征收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征收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凭借国家政权，依法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强制地、无偿地征集金钱或实物的行为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安海关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征收关税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征收种类 zszl C(字符型) 1 √
0=税收征收；1=资源费征收；2=建设资金征收；3=排污费征
收；4=滞纳金征收；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征收；9=其他
（可多选）

4 征收内容 zsnr C(字符型) 2000 √

5 征收日期 z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6 征收机关 zsjg C(字符型) 200 √

7 征收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s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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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8.4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安海关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查验进出境货物、物品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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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8.5守信激励对象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守信激励对象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守信激励对象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守信激励对象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确定为守信联合激励对象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安海关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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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激励对象 jl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激励事由 jlsy C（字符型） 2000 √
非空项，包括认定诚实守信的事实，被列入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名单，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名单、优秀青年志愿者名单等

8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9 列入日期 l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4000 选填项

11 认定部门 rdbm C(字符型) 200 √

12 认定部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bm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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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0=否；1=是

15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8.6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安海关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海关失信企业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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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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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8.7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安海关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出入境登记弄虚作假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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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8.8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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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安海关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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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8.9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安海关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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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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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8.10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安海关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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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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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8.11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安海关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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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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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9税务局

69.1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注册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税务师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数据库表交换/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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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执业资格证号 zyzgzh C(字符型) 24 √

5 执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6 执业资格名称 zyzgmc C(字符型) 50 √

7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执业资格有效期至 z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发证单位 fzdw C(字符型) 200 √

10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1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9.2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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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企业印制发票审批
2.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
3.对采取实际利润额预缴以外的其他企业所得税预缴方式的核定
4.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
5.对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的核准
6.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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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9.3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确认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确认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实施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
行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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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退税商店资格信息报告
2.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居民身份认定申请
3.纳税信用补评
4.纳税信用复评
5.纳税信用修复
6.印制有本单位名称发票
7.一类出口企业评定申请
8.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的开具
9.发票票种核定
10.发票真伪鉴定
11.非正常户解除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确认种类 qrzl C(字符型) 1 √
0=确定；1=认可；2=证明；3=登记；4=批准；5=鉴证；6=行
政鉴定；9=其他（可多选）

4 确认事项名称 qrsxmc C(字符型) 200 √

5 确认内容 qrnr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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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认机关 qrjg C(字符型) 200 √

7 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r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确认日期 q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9.4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类别行政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类别行政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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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边贸代理出口备案
2.停业登记
3.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
4.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变更
5.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终止
6.税务注销即时办理
7.两证整合个体工商户登记信息确认
8.两证整合个体工商户信息变更
9.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
10.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
11.跨区域涉税事项信息反馈
12.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报送
13.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信用复核
14.涉税专业服务年度报告报送
15.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报送
16.涉税专业服务专项报告报送
17.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其他纳税人
18.生产企业委托代办退税备案
19.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办退税备案
20.免税品经营企业销售货物退税备案
21.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身份信息报告
22.注销扣缴税款登记
23.注销税务登记(适用于“一照一码”“两证整合”以外的纳税人)
24.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
25.一般纳税人转登记小规模纳税人
26.一照一码户登记信息确认
27.一照一码户信息变更
28.集团公司成员企业备案
29.出口退(免)税备案
30.复业登记
31.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异地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备案
32.代开发票作废
33.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34.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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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行为内容 xwnr C(字符型) 2000 √

4 决定日期 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5 决定机关 jdjg C(字符型) 200 √

6 决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9.5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财政资金资助信息（公共信用类-财政资金资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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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还款情况、是否违规等信息，或是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财政资金资助信息；2.小微企业免税信息；3.特殊行业免税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被资助人 bzz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资助类型名称 zzlxmc C（字符型） 200 √
包括：学生资助与精准资助；残疾人脱贫工程；生态移民搬迁补助

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补助；科技成果资金资助等

8 资助开始日期 zz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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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资助金额 zz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资助认定机构 zz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资金用途 zjyt C（字符型） 200 √

14 还款情况 hkqk C（字符型） 200 √

15 违规使用金额 wgsy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违规使用认定单位 wgsyrd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9.6守信激励对象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守信激励对象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守信激励对象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守信激励对象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确定为守信联合激励对象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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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正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激励对象 jl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激励事由 jlsy C（字符型） 2000 √
非空项，包括认定诚实守信的事实，被列入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名单，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名单、优秀青年志愿者名单等

8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9 列入日期 lr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4000 选填项

11 认定部门 rdbm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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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认定部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bm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0=否；1=是

15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7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8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9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0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9.7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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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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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9.8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弄虚作假骗取税收优惠；3.偷、逃、漏税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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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9.9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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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共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公共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记录税务机关在一定周期内对纳税人的信用情况等级评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企业、个体工商户A、B、M、C、D等级评定；2.农业专业合作社纳税信用A、B、M、C、D等级评定；3.从事涉税服务人
员信用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5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6 认定机构名称 rdjgmc C(字符型) 200 √

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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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认定结果有效期始 rd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结果有效期止 rd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2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9.10企业纳税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企业纳税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税务缴纳信息（业务经营类-税务缴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税务局的税务缴纳情况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企业纳税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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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生产经营地址 scjydz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4 经营范围 jyfw C（字符型） 2000 √

5 税收种类 sszl C（字符型） 100 √ 包括：印花税、所得税等，例：城市维护建设税

6 征收项目 zsxm C（字符型） 255 √

7 税款所属期始 skss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税款所属期止 sks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收入确认额 srqr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税率 sl N（数值型） (24,6) √

11 应纳税所得额 ynssde C（字符型） 200 √

12 实缴金额 sj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缴纳日期 jn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经办机关 jb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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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8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9.11企业欠税公告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企业欠税公告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税务缴纳信息(业务经营类-税务缴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税务局的欠税公告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企业欠税公告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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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欠税统计截止日期 qstj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4 欠税税种 qssz C（字符型） 30 √ 包括：印花税、所得税等，例：城市维护建设税

5 欠税金额 qsj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6 欠税公告机关 qsggjg C（字符型） 200 √

7 欠税公告日期 qsg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8 是否补缴 sfbj C（字符型） 10 √ 补缴后，送一条新的记录；填写：是、否

9 失信严重程度 sxyzcd C（字符型） 1 √ 0=未定；1=一般；2=较重；3=严重；9=其他

10 失信行为有效期 sxxw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1 征缴机关全称 zjjgqc C（字符型） 200 √

12 征缴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认定时间 rd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9.12个人纳税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个人纳税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税务缴纳信息（业务经营类-税务缴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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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在税务局的税务缴纳情况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个人纳税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税收种类 sszl C（字符型） 100 √ 包括：所得税、契税等

5 征收项目 zsxm C（字符型） 2000 √

6 税款所属期始 skss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税款所属期止 sks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收入确认额 srqr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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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税率 sl N（数值型） (16,2) √

10 应纳税所得额 ynssd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11 实缴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12 缴纳日期 jn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经办机关 jbjg C（字符型） 200 √

14 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9.13个人欠税记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个人欠税记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税务缴纳信息（业务经营类-税务缴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自然人在税务局的个人欠税记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个人欠税记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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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欠税统计截止日期 qstj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5 欠税税种 qssz C（字符型） 30 √ 包括：印花税、所得税等，例：城市维护建设税

6 欠税金额 qsje N（数值型） (16,2) √ 单位：元

7 欠税公告机关 qsggjg C（字符型） 200 √

8 欠税公告日期 qsg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9 是否补缴 sfbj C（字符型） 10 √ 补缴后，送一条新的记录；填写：是、否

10 失信严重程度 sxyzcd C（字符型） 1 √ 0=未定；1=一般；2=较重；3=严重；9=其他

11 失信行为有效期 sxxw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2 征缴机关 zjjg C（字符型） 200 √

13 征缴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z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认定时间 rd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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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9.14其他财务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其他财务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业务经营信息（业务经营类-其他业务经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业务经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财务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实时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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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票代码 gpdn C(字符型) 6 √

4 会计年（月）度 kjnd C(字符型) 10 √

5 资产总额 zc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6 负债总额 fz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7 营业收入 yysr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8 年净利润 njlr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9 利润总额 lr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0 主营业务收入 zyywsr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1 纳税总额 ns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2 所有者权益合计 syzqyhj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年末净现金流量 nmjxjll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流动资产总额 ldzc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5 流动负债总额 ldfzz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6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8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9.15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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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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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9.16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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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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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69.17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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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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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69.18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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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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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0证监局

70.1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证券期货业从业人员资格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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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5 职业从业资格名称 zycyzgmc C(字符型) 50 √

6 职业从业资格等级 zycyzgdj C(字符型) 10 √

7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4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从业资格有效期至 c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核发机构 hfjg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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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基础登记类-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指法人和其他组织主要管理人员的信息。如企业法人的董事、监事、经理等信息和机关、事业法人的领导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高管类型 gglx C(字符型) 1 √
0=董（理）事；1=监事；2=经理；3=机关、群团负责人；4=
事业单位负责人；9=其他

4 高管姓名 ggxm C(字符型) 100 √

5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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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7 高管国别 gggb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70.3上市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上市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基础信息（基础登记类-其他基础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企业上市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企业上市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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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市公司名称 jtmc C（字符型） 200 √ 集团法定名称

2 上市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ttyshxydm C（字符型） 18 √ 采用 GB 32100-2015

3 上市时间 sssj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4 上市地点 ssdd C（字符型） 1 √ 0=上海；1=深圳；2=香港；3=北京；4=海外；9=其他

5 股票代码 gpdm C（字符型） 6 √

6 公司简称 gsjc C（字符型） 50 √

7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kggd C（字符型） 100 √

8 公司董秘 gsdm C（字符型） 100 √

9 主承销商 zcxs C（字符型） 200 √

10 上市推荐人 sstjr C（字符型） 200 √

11 保荐机构 bjjg C（字符型） 200 √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70.4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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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陕西辖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及审核                                                                         
2.证券公司变更业务范围审批                                                                                                                 
3.基金服务机构注册                                                                                                                            
4.投资咨询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审批
5.期货公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许可
6.期货公司变更5%以上股权的审批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第 1451 页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0.5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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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其他证券市场参与人重大风险处置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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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0.6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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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负责辖区上市公司日常监管工作，包括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运作事务日常监管、协调处置辖区上市公司风险
、负责辖区防控内幕交易工作                                                                                                                                           
2.负责辖区非上市公众公司、债券发行人、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人等的监管工作                                                                           
3.负责对公司类各监管对象的现场检查工作                                                                                                                  
4.负责对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在辖区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活动进行监管等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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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0.7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公共信用类-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依法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违法失信上市公司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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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列入名单截止期 lrmd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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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财务造假；2.违规交易（内幕交易、操纵市场）；3.从业人员违规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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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0.9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共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公共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证券行业的上市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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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5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6 认定机构名称 rdjgmc C(字符型) 200 √

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认定结果有效期始 rd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结果有效期止 rd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2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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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0.10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业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其他相关组织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评价评级信息，如证券行业行规行约遵守情
况，协会评价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证券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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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行业信用评价名称 hyxypjmc C(字符型) 100 √

5 评价依据 pjyj C(字符型) 2000 √

6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7 评价机构名称 pjjgmc C(字符型) 200 √

8 评价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p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评价日期 p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评价结果有效期始 pj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评价结果有效期止 pj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3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7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0.11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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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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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70.12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包括移出原因、移出日期、状态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移出违法失信上市公司名单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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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失信对象 sxdx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严重失信名单名称 yzsxmdmc C(字符型) 200 √
非空项，包括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事实，或被其他部门认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包括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8
列入名单事由(主要失信事
实)

lrmdsy C(字符型) 2000 √

9 涉及金额 sjje N（数值型） (16,2) √ 非空项，单位“元”，不涉及金额时填“0”

10 列入名单依据 lrmdyj C(字符型) 200 √

11 列入名单日期 lrm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认定（决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3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是否公示 sfgs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公示；1=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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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示期至 gs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文书号 wsh C(字符型) 50 √ 非空项,没有文书号填“无”

18 是否已整改 sfyzg C(字符型) 1 √ 取值：0=未整改；1=已整改

19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
移出

sfyxtgxyxftqyc C(字符型) 1 √ 取值：0=不允许；1=允许

20 状态 zt C(字符型) 1 √ 非空项 0=新增；1=移除

21 移出名单原因 ycmdyy C(字符型) 2 √
状态为移除时为非空项。字典代码项。对于失信名单退出原
因：0=认定有误；1=主动修复退出；2=届满自动退出；3=认
定标准改变；9=其他

22 移出日期 ycrq D(日期型) √ 采用GB/T 7408，YYYYMMDD 格式

2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70.13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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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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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0.14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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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第 1469 页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1银保监局

71.1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职业信息（基础登记类-职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银保监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信息；2.保险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信息

公开属性 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接口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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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姓名 xm C(字符型) 100 √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4 专业类别 zylb C(字符型) 50 √

5 职业从业资格名称 zycyzgmc C(字符型) 50 √

6 职业从业资格等级 zycyzgdj C(字符型) 10 √

7 证书编号 zsbh C(字符型) 24 √

8 发证日期 f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从业资格有效期至 cyz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核发机构 hfjg C(字符型) 200 √

11 资格状态 zgzt C(字符型) 1 √ 0=存续；1=撤销；2=吊销；3=注销；9=其他

12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4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71.2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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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基础登记类-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指法人和其他组织主要管理人员的信息。如企业法人的董事、监事、经理等信息和机关、事业法人的领导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银保监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高管类型 gglx C(字符型) 1 √
0=董（理）事；1=监事；2=经理；3=机关、群团负责人；4=
事业单位负责人；9=其他

4 高管姓名 ggxm C(字符型) 100 √

5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证件号码 zjhm C(字符型)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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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管国别 gggb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2659

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71.3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银保监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更名的批复                                                                                                                                   
2.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批复                                                                                                                                  
3.变更营业场所的批复
4.核准任职资格的批复
5.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                                                                                                                                     
6.陕西辖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及审核                                                                                                                 
7.有关银行业、保险业机构及其业务范围实行准入管理                                                                                                                    
8.审查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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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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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1.4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银保监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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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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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1.5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银保监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有关银行业、保险业机构实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开展风险与合规评估构在辖区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活动进行
监管等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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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1.6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弄虚作假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其他公共信息（公共信用类-其他公共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弄虚作假失信行为信息

公共信
用信息
提供方

陕西银保监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非法集资；2.骗贷骗保；3.诱导销售、财务造假；4.违规交易（内幕交易、操纵市场）；5.从业人员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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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自然人姓名或机构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问题表现 wtbx C(字符型) 2000 √

8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9 认定类型 rdlx C(字符型) 200 √

10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1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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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1.7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共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公共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银保监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银行、保险行业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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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5 认定依据 rdyj C(字符型) 2000 √

6 认定机构名称 rdjgmc C(字符型) 200 √

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8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认定结果有效期始 rd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认定结果有效期止 rd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2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6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1.8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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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业信用评价信息（社会评价类-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其他相关组织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评价评级信息，如银行、保险行业行规行约
遵守情况，协会评价等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银保监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1.银行行业信用评价信息；2.保险行业信用评价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年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行业信用评价名称 hyxypjmc C(字符型) 100 √

5 评价依据 pjyj C(字符型) 2000 √

6 评价结果（或等级） pjjg C(字符型) 100 √

7 评价机构名称 pjjgmc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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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评价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pj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9 评价日期 p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0 评价结果有效期始 pjjg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评价结果有效期止 pjjg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00 √

13 状态变更日期 ztbg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7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1.9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银保监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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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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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71.10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银保监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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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4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4000 √

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选填，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截止日期，采用 GB/T 7408，
YYYYMMDD 格式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200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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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1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陕西银保监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局）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手工填报/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承诺人名称 cn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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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16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64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512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填写作出信用承诺的具体日期，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64 √ 填写全部履行、部分履行或全部未履行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4000 √
承诺履行状态为全部履行的不填，承诺履行状态为部分履行或
全部未履行的必填

14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日期 lyj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 lyj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履约践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lyj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6 √
填写本信息可向社会公开、特定范围内公开或不可公开，个人
信息的公开依法进行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2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72.1行政许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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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许可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许可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赋予或确认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
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开户许可证账户开立、变更、撤销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某些机构也称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xzxkjdwsmc C(字符型)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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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xzxkjdwsh C(字符型) 64 √

8 许可类别 xklb C(字符型) 256 √

9 许可证书名称 xkzsmc C(字符型) 200 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10 许可编号 xkbh C(字符型) 64
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
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11 许可内容 xknr C(字符型) 4000 √

12 许可决定日期 xk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有效期始 yxqs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有效期至 yxqz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许可机关 xkjg C(字符型) 200 √

16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k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当前状态 dqzt C(字符型) 1 √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2.2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处罚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处罚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处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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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记录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如违法违规类的
行政处罚信息等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违反支付结算管理规定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人民币管理规定（拒收现金）的处罚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负面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6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xzcfjdswh C(字符型) 128 √

7 违法行为类型 wfxwlx C(字符型) 2000 √

8 违法事实 wfss C(字符型) 5000 √

第 1491 页



9 处罚依据 cfyj C(字符型) 2048 √

10 处罚类别 cflb C(字符型) 36 √

11 处罚内容 cfnr C(字符型) 4000 √

12 罚款金额 fk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ms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zkdx C(字符型) 200 √

15 处罚决定日期 cfj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6 处罚有效期 cfyx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7 公示截止期 gsjz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8 处罚机关 cfjg C(字符型) 200 √

19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f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21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2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3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2.3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行政检查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行政检查信息（公共信用类-行政检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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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查的相关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对大额资金异常流动的监测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行政相对人名称 xzxdr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行政相对人代码 xzxdrd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监督检查形式 jdjcxs C(字符型) 1 √
0=检查；1=调阅审查；2=调查；3= 查验；4=检验；5=鉴定；
6=勘验； 7=登记；8=统计；9=其他（可多选）

4 监督检查内容 jdjcnr C(字符型) 2000 √

5 监督检查结果 jdjcjieguo C(字符型) 2000 √

6 监督检查日期 jdj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7 监督检查机关 jdjcjg C(字符型) 200 √

8
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jdjc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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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2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2.4动产抵押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1042004050004动产抵押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资产信息（业务经营类-资产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资产信息-动产抵押登记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动产抵押登记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抵押权人 dyq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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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登记编号 djbh C(字符型) 24 √

5 抵押物名称 dywmc C(字符型) 100 √

6 抵押物所有权归属 dywsyqgs C(字符型) 200 √

7 抵押物数量 dywsl C(字符型) 3 √

8 抵押物质量 dywzl C(字符型) 10 √ 单位：kg

9 抵押物状况 dywzk C(字符型) 1000 √

10 抵押物所在地 dywszd C(字符型) 200 √
按“ 省 市 县（市、区） ”格式填报；直辖市按照“ 市 
区（县） ”格式填报

11 被担保债权种类 bdbzqzl C(字符型) 100 √

12 被担保债权币种 bdbzqbz C(字符型) 3 √ 采用 GB/T 12406

13 被担保债权数额 bdbzqs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4 担保范围 dbfw C(字符型) 200 √

15 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 zwrlxzwqx D(日期型) √

16 状态 zt C(字符型) 100 √

17 登记机关 djjg C(字符型) 200 √ 登记机关中文全称

18 登记日期 dj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9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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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1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72.5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修复信息（其他类-信用修复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监管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证件类型 zjlx C(字符型) 3 √ 为自然人时填写，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机构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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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

7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sxxwxfsq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sxahhcfwsh C(字符型) 200 √

9 信用修复文书号 xyxfwsh C(字符型) 100 √

10 信用修复结论 xyxfjl C(字符型) 2000 √

11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xyxfw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2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xyxfjdjg C(字符型) 200 √

13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4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72.6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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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代码或证件类型 dmhzjlx C(字符型) 3 √
法人和其他组织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自然人采用 GA/T 517
《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某些机构也称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30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100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2000 √

10 承诺内容 cnnr C(字符型) 2000 √

11 违诺责任 wnzr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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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3 承诺有效期 cnyxq D(日期型) √

14 承诺受理单位 cnsldw C(字符型) 200 √

15
承诺受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nsl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 √ 0=否；1=是

17 承诺书文件 cnswj C(字符型) √ 承诺书扫描件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2.7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信用承诺信息（其他类-信用承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级：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公开属性 社会公开/政务共享/授权查询

共享方式 文件拷贝/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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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天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名称 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代码或证件类型 dmhzjlx C(字符型) 3 √
法人和其他组织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自然人采用 GA/T 517
《常用证件代码》

3 代码或证件号码 dmhzjhm C(字符型) 30 √

4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主体为机构时不能为空，某些机构也称负责人

5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6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7 承诺人类别 cnrlb C（字符型） 30 √ 承诺人类别即：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8 承诺类型 cnlx C(字符型) 100 √
审批替代型、证明事项型、信用修复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
开型等

9 承诺事由 cnsy C(字符型) 2000 √

10 承诺作出日期 cnzc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1 承诺履行状态 cnlxzt C(字符型) 100 √

12 未履行的承诺内容 wlxdcnnr C(字符型) 2000 √

13 违诺责任追究内容 wnzrzjnr C(字符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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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践约履诺情况认定日期 jylnqk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5 践约履诺情况认定单位 jylnqkrddw C(字符型) 200 √

16
践约履诺情况认定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jylnqkrddwtyshxy
dm

C(字符型) 18 √

17 公开类型 gklx C(字符型) 1 √ 0=否；1=是

18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9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20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21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公用事业单位

73自来水公司

73.1单位用水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单位用水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用事业缴费信息(公共信用类信息-公用事业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公共事业单位的用水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自来水公司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市、县（区）级：用户用水缴费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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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月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缴费类型名称 jflxmc C（字符型） 100 √

7 是否预缴费 sfyjf C（字符型） 1 √ 0=非预缴费；1=预缴费

8 计量开始月或日 jlksyhr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9 计量截止月或日 jljzyhr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0 使用量 syl N（数值型） (24,6) √

11 使用单位 sydw C（字符型） 200 √

12 缴费金额 jf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经办机关 jbjgqc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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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缴纳日期 jn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6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8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73.2单位用水欠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单位用水欠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用事业缴费信息(公共信用类信息-公用事业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公共事业单位的用水欠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自来水公司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市、县（区）级：用户用水欠费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月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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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欠费人 qf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欠缴类型名称 qjlxmc C（字符型） 100 √

7 欠费开始日期 qf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欠费统计截止日期 qftj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欠费量 qfl C（字符型） 100 √

10 欠费金额 qf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1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2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7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4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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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单位用电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单位用电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用事业缴费信息(公共信用类信息-公用事业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公共事业单位的用电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电力公司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市、县（区）级：用户用电缴费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月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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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缴费类型名称 jflxmc C（字符型） 100 √

7 是否预缴费 sfyjf C（字符型） 1 √ 0=非预缴费；1=预缴费

8 计量开始月或日 jlksyhr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9 计量截止月或日 jljzyhr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0 使用量 syl N（数值型） (24,6) √

11 使用单位 sydw C（字符型） 200 √

12 缴费金额 jf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经办机关全称 jbjgqc C（字符型） 200 √

14 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缴纳日期 jn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6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8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74.2单位用电欠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单位用电欠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用事业缴费信息(公共信用类信息-公用事业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公共事业单位的用电欠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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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市、县（区）级：用户用电欠费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月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欠费人 qf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欠缴类型名称 qjlxmc C（字符型） 100 √

7 欠费开始日期 qf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欠费统计截止日期 qftj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欠费量 qfl C（字符型） 100 √

10 欠费金额 qf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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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2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缴纳日期 jn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5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6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7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8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5燃气公司 

75.1单位燃气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单位燃气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用事业缴费信息(公共信用类信息-公用事业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公共事业单位的燃气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燃气公司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市、县（区）级：用户燃气缴费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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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周期 每月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缴费类型名称 jflxmc C（字符型） 100 √

7 是否预缴费 sfyjf C（字符型） 1 √ 0=非预缴费；1=预缴费

8 计量开始月或日 jlksyhr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9 计量截止月或日 jljzyhr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0 使用量 syl N（数值型） (24,6) √

11 使用单位 sydw C（字符型） 200 √

12 缴费金额 jf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经办机关全称 jbjgqc C（字符型） 200 √

14 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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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缴纳日期 jn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6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8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75.2单位燃气欠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单位燃气欠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用事业缴费信息(公共信用类信息-公用事业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公共事业单位的燃气欠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燃气公司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市、县（区）级：用户燃气欠费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月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欠费人 qf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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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欠缴类型名称 qjlxmc C（字符型） 100 √

7 欠费开始日期 qf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欠费统计截止日期 qftj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欠费量 qfl C（字符型） 100 √

10 欠费金额 qf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1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12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7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76热力公司

76.1单位采暖缴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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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单位采暖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用事业缴费信息(公共信用类信息-公用事业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公共事业单位的采暖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热力公司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市、县（区）级：用户的采暖缴费信息

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月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机构名称 jgmc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缴费类型名称 jflxmc C（字符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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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是否预缴费 sfyjf C（字符型） 1 √ 0=非预缴费；1=预缴费

8 计量开始月或日 jlksyhr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9 计量截止月或日 jljzyhr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0 使用量 syl N（数值型） (24,6) √

11 使用单位 sydw C（字符型） 200 √

12 缴费金额 jf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3 经办机关全称 jbjgqc C（字符型） 200 √

14 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jb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5 缴纳日期 jn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7408，YYYYMMDD 格式

16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7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8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76.2单位采暖欠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单位采暖欠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公用事业缴费信息(公共信用类信息-公用事业缴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摘要 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公共事业单位的采暖欠费信息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方 热力公司

公共信用信息事项 省、市、县（区）级：用户的采暖欠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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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政务共享

共享方式 接口/数据库表交换

覆盖范围 全省

更新周期 每月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主体类型 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的性质类型 中性

序号 信息项名称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必填字段 备注

1 欠费人 qfr C（字符型） 200 √ 信用主体的法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yshxydm C（字符型） 18 √

3 法定代表人姓名 fddbrxm C（字符型） 100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组织负责人，与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对应

4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fddbrzjlx C（字符型） 3 √ 采用 GA/T 517《常用证件代码》

5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fddbrzjhm C（字符型） 30 √

6 欠缴类型名称 qjlxmc C（字符型） 100 √

7 欠费开始日期 qfks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8 欠费统计截止日期 qftjjz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9 欠费量 qfl C（字符型） 100 √

10 欠费金额 qfje N（数值型） (24,6) √ 单位：万元

11 认定机构 rdjg C（字符型）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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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djg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3 认定日期 rdrq D（日期型） √ 采用 GB/T 7408，YYYYMMDD 格式

14 数据来源单位 sjlydw C(字符型) 200 √

15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sjlydwtyshxydm C(字符型) 18 √

16 敏感级别 mgjb C（字符型） 1 √ 0=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

17 备注 bz C（字符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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