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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信亦友〔2019〕 2号

美子印友《沈田市守信瑛合激励和失倍咲合

懲戒対象名単管理暫行亦法》的通知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浚成長単位 :

力貫御落共市政府第二十届二次全体(横 大)会洪精神,規 疱

我市左黒名単管理,我 亦tll定 了《沈IH市 守信咲合激励和失信咲

合焦戒対象絡単管理哲行亦法》,現 FF友 給体11,清 汰真貫物落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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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田市守倍咲合激励和失信朕合懲戒

対象名単管理暫行方法

第一章 患興J

第一条 力完善守信咲合激励和失信咲合冬戒机制,建 立信

用上管机制,提升社会減信意ス,接 照《国券院美子建立完善守信

咲合激励
～

失信咲合懲戒tll度 か快推辻社会減信建没的指早意

兄》(国 友〔2016〕 33号 )、 《国券院が公斤美子か快推逃社会信用

体系建没胸建以信用力基袖的新型上管机制的指早意几》(国 亦

友〔2019〕 35号 )紳《国家友展唆革委 人民銀行美子カロ張神規疱守

信咲合激励和失信咲合冬戒対象名単管理工作的指早意几》(友

茨財金規〔2017〕 1798号 )等 文件精神,結合我市美豚,特 制tT本亦

法。

第二条 在仝市升展守信咲合激励わ失信咲合冬戒対象4単

(以 下銃称“生黒名単")的 決定、友布、泣用、信用修隻和退出等管

理活功 ,造用本亦法。

対千重点頷域友生校重失信行力或多次友生軽微失信行力仁

尚未迷 1́失信咲合冬戒対象名単決定林准的失信主体 ,可 夕1入信

用状況重点美注対象名単 (以 下銃称“重点夫注洛単"),か 張監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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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沈田市社会信用体系建没頷早小姐亦公室(以 下筒

称“市信用か")銃 寿姐象守信咲合激励わ失信咲合懲戒対象名単

管理 ,鉢瀾解決和監督管理中的重人事項。

依法依机対責任主体逃行左黒る単大定的行政机美或単位

(以 下筒称“決定単位")是 升展生黒著単決定的責任単位 ,対其扱

送友布的左黒名単内容、依据等逃行解粋 ,井対其真共性、准碗性、

合規性久責。

沈旧市信用中′さ(以 下筒称“市信用中′む")久 責沈田市信用

信恙共享平合(以 下筒称“信用共享平台")和 “信用中国(通 や沈

旧)"回 靖象ケ、左黒名単的征集、共享及公示及咲合失冬条例的

征集
～

坑汁工作。

第四条 仝市左黒洛単管理遵循依法依規、常慎決定 ,客規准

後、公正公升 ,分炎管理、分坂:1早 ,夫冬井挙、鼓励修憂的原只|。

第二章 名単決定和友布

第五条 国家、省已出合相夫頷域先黒名単決定林准的,各汰

定単位接照各相美飯域左黒名単制度升晨生黒名単的決定工作。

国家、省未出合相美領域左黒銘単決定林准的,各決定単位皮

接頷域根据共休ェ作需要lll定 地方林准 ,需 明碗乞黒名単汰定単

位、決定林准、名単右数期等 ,井升晨生黒名単的決定工作。

決定林准泣通辻“信月中国(遅 宇沈陶)"回 靖、各部 11回 堵等

渠道向社会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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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決定単位泣接照相夫飯域左黒名単制度規定 ,杵汰

定的生黒名単、重点美注名単等信息扱送至信用共享平合,市信用

中′む皮通辻信用共享平合建立咲合爽冬対象名単数据庫 ,実 施功

恣管理。

第七条 国家、省推送的各頷域左黒る単宣接納入咲合爽冬

対象名単数据庫。

第人条 各頷域生黒名単泣通辻“信用中国(近 宇沈陶)"図

靖、各部 11回 堵等渠道向社会公示,/AN示 内容包括 :相 美法人和其

他姐奴名称、統一社会信用代4、 法定代表人 (或 単位久責人、主

要責任人)姓 名、all入 名単的事由、決定単位、決定依据、決定 ロ

期、名単有数期等。渉及商立秘密和今人聰私的信恙 ,不 得向社会

公示。

第二章 昇波処理

第九条 在笙黒名単/Ak示 劫内公布的名単信息有昇袂的,当

事人有杖辻行昧迷
～

申丼 ,可 向決定単位提出昇袂申清 ,由 決定単

位核査処理。

第十条 決定単位 lll至1昇袂申清后 ,皮 在 15企工作 口内邊行

核査 ,依据相夫規定及核査結果作 出象持、修政或撤鎖決定的決

定 ,井告知申清人。

第十一条 決定単位微出修茨或撤媚決定的決定后 ,皮 及叶

告知市信月中,さ ,対咲合爽冬対象名単数据岸及“信用中国(近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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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陶)"図 靖逃行炎理。

第四章 名単泣用

第十二条 各行立主管部 11泣 在政府資金支持、政府釆殉、招

林投林、生声♯可、資反常核、市場准入、日常栓査、坪仇平先等行

政管理工作中査洵使用乞黒名単借恙 ,依 法依規升展守信激励わ

失信冬戒工作 ,咲合火冬条例共享至信用共享平合。

第五章 信用修夏

第十二条  黒銘単信用修憂符合下夕1条件 ,可 以逃行信用修

隻。

(一 )失信主体 自被pll入 黒名単え 日起満 6企月的 ;

(二 )依 法依規対失信行力作 出来反性改正、消除不不1影 哨

的 ;

(二 )答汀《信用承滸ギ》,井 通辻“信月中国(近 宇沈 FII)"囲

堵向社会/AN示 的 ;

(四 )接 受失信決定単位滅信力淡的 ;

(五 )失信主体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久責人参カロ信用修彙培

冽的 ;

(六 )市信用亦決定的第二方信用服弁机杓出具的信用技告

符合信用修夏林准的。

第十四条 信用修隻程序タロ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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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 出申清。申清単位通辻“信用中国(近宇沈附)"回 靖

提出在銭申清或通辻信用信息査均宙口提出現場 申清 ,井 提供相

美茨工行力、責任履行等ilE明 材料及益資的《信用承瑳ギ》。

(二 )受 理申清。市信月中′む千 1企工作 日内推送至決定単

位 ,決定単位牧至1信用修久申清后 3企工作 日え内,対信用修集申

清逃行常核 ,倣 出足否受理的決定 ,対不予受理的皮悦明情況。

(二 )修憂大定。決定単位受理修憂申清后 3今工作 日内微

出足否修隻決定。情況夏染需延期的,姿決定単位久責人批准 ,可

延長 3企工作 日,井及叶通舛申清単位。

(四 )修 久丈理。市信月中′さ千 1企工作 日内依据決定単4ti

修隻決定逃行相反修久炎理。

第十四条 国家、省及市坂行立上管部 11已 出台信用修彙林

准的,決定単位泣接照相夫林准邊行修隻 ,井洛修隻決定告知市信

用中′む逃行相反修憂炎理。

第六章 名単退出

第十五条 黒名単主体具各下夕1情 形え一的,皮 当退出黒´

単 :

(一 )黒 名単有数期届満且未再友生汗重失信行力的 ;

(二 )接 照本亦法第二章逃行信用修彙 lll;

(二 )夕1入黒名単所依据的行政炎蜀、行政張制等決定被依法

撤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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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乞名単具各下夕(lll形え一的,泣 当退出生洛単 :

(― )生 名単有数期届満的 ;

(二 )有戒期内被有美部 11列 入黒名単わ重点美注銘単的 ;

(二 )有 数期内友現存在不泣/11人 生名単不良行力的。

第七章 信用信息保抄

第十七条 各決定単位在升晨生黒名単的決定、麦布、芙冬、

修彙和退出等管理活動lll,皮 当芦格遵守保審規定 ,微好数据庫安

全防ジエ作 ,防止信息泄露。対故意或因工作失滉泄露企人聰私

信息的,要依法追究相美単位わ人員的責任。

第十人条 市信用中′む泣当加張咲合失冬対象名単数据庫管

理,対信息呆入、刑除、更政,以 及邊行昇袂、修憂わ退出炎理 ,皮 当

女口実泥乗井保存実施核行力的人員、日期、原因、内容和結果等日

志信息。

第十九条 各決定単位皮建立生黒名単信息保存机制 ,保存

期不得憔千相美銘単有及期。対千因主体決定有候面夕↓入銘単

的,相 夫借息不予保存。

第人章 監督管理

第二十条 市信月中′き、決定単位在亦理昇袂 申訴和信用修

彙辻程中,女口友現 申清単位材料有聰購真実情況、弄虚作仮行カ

的,泣 泥入申清単位的失信泥永 ,J」 集 all市 信用信息共享平合,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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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借月中国(通 宇沈田)"図 靖上邊行公示。

第九章 附興J

第二十一条 各区、姜(市 )乞 黒名単管理工作由各地区信用

建没牽共部 11坑 等参照本亦法執行。

第二十二条 本亦法自10月 1日 赳実施。

沈gII市社会信用体系建没頷早小姐亦公室  2019年 9月 9日 印友

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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