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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4403/T 176—2021《深圳市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管理和应用规范》的第1

部分。DB4403/T 176—202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数据元； 

——第2部分：数据管理； 

——第3部分：应用。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公共信用中心、深圳市大数据资源管理中心、深

圳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深圳市企业注册局、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

总工会、深圳市方向明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俞科、陈胜、周维、谭丽、王志勇、曾勇、陈慧铧、林静芳、李玮、曾馨萍、

李浩、潘晓军、冯文力、吴良卫、张晓芬、仇晨卉、王利、方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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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管理和应用规范                                  

第 1 部分：数据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深圳市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元的符号、内部标识符编码规则、数据

元分类和数据元目录。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各登记管理部门采集和交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建

立和维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库，以及各应用单位共享和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659—2000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7408—2005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 11643—1999  公民身份号码 

GB 11714—1997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GB/T 12402—2000  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 

GB/T 12406—2008  表示货币和资金的代码 

GB/T 19488.1—2004  电子政务数据元  第1部分：设计与管理规范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GB/T 36104—2018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基础数据元 

SZDB/Z 281—2017  社会管理要素统一地址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488.1—2004和GB 32100—20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unified social credit identifier 

由法人和其他组织登记管理部门、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标准编制，赋予每一个法人和其

他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 

3.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库  unified social credit identifier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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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人和其他组织登记管理部门提供数据、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负责建设和运维，以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标识的，覆盖所有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基础信息数据库。 

4 符号 

按照GB/T 36104—2018第4章规定的符号表示。 

5 内部标识符编码规则 

内部标识符按照GB 36104—2018中第5章规定的规则进行编码。对于本文件自行定义的数据元，内

部标识符第二段的3位顺序号以901开始。 

6 数据元分类 

深圳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库是指覆盖深圳市辖区内所有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基础信

息数据库，包含46个数据元，分为8类，详见表1。数据元引用关系见附录A。 

表1  数据元分类 

序号 分类 内部标识符 数据元 
数据产 

生方式 

1 

机构标识信息 

00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A 
2 0002 组织机构代码 

3 0019 注册号 

4 0003 机构名称 

5 

人员和联络信息 

0008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A 

6 0009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类型、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类型 

7 0010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号码、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号码 

8 0028 联系人姓名 

9 0026 联系电话 

10 0031 股东或投资人 

11 0027 职工人数 B 

12 

经营或运行信息 

0007 注册资金 

A 

13 0018 货币种类 

14 9901 投资国别 

15 0006 经营范围 

16 0020 行业分类代码 

17 0015 状态 
C 

18 0901 状态 2 

19 0902 是否正常年报 

A 20 0903 是否处于异常名录 

21 0904 列入异常名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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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分类 内部标识符 数据元 
数据产 

生方式 

22 

经营或运行信息 

0905 是否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A 

23 0906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原因 

24 0907 是否领取电子印章 B 

25 

主体分类信息 

0012 登记或监管业务类型 

A 26 9902 企业类型代码 

27 0021 经济类型代码 

28 0908 机构类型代码 C 

29 

登记和主管部门信息 

0022 登记管理部门名称 

A 
30 0023 登记管理部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 0024 主管单位 

32 0025 主管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3 

地址信息 

0004 注册地址 

A 

34 0909 房屋编码 

35 0005 注册地址行政区划代码 

36 0910 注册地址自定义行政区划代码 

37 0911 街道编码 

38 0016 生产经营地址 

39 0017 生产经营地址行政区划代码 

40 

日期信息 

0011 成立日期 

A 

41 0013 核准日期 

42 0912 颁发日期 

43 0029 有效期自 

44 0030 有效期至 

45 0014 最后更新日期 

46 其他信息 0032 是否公开 A 

注 1：“A”表示由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或按规则转换后提供。 

注 2：“B”表示通过政务信息共享获取。 

注 3：“C”表示由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按规则转换生成。 

7 数据元目录 

7.1 机构标识信息 

7.1.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内部标识符：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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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tyshxydm 

定义： 由法人和其他组织登记管理部门、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标

准编制，赋予每一个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

的法定身份识别码。 

同义名称：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应符合 GB 32100—2015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以

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位数和构成应符合 GB 32100—2015 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7.1.2 组织机构代码 

中文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内部标识符： 0002 

字段名： zzjgdm  

定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 9位～第 17 位主体标识码为组织机构代码。 

同义名称： 机构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9 

计量单位：  

值域： 应符合 GB 11714—1997中的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引用关系：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 9位～第 17 位主体标识码。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应符合 GB 11714—1997 中的编码规则，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第 9 位～第 17位保持一致。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按规则转换后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02“组织机构代码”。  

7.1.3 注册号 

中文名称： 注册号 

内部标识符： 0019 

字段名： zch 

定义： 由登记管理部门或批准机关核发的有效证照或批文上的注册号、登记

号或批准文号。 

同义名称： 登记号、登记注册号、批准文号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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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  

值域：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的注册号，机关的批准文号，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登记号，

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可空，由中文字符、字母、数字组成。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19“注册号”。  

7.1.4 机构名称 

中文名称： 机构名称 

内部标识符： 0003 

字段名： jgmc 

定义： 由登记管理部门核准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中文名称全称。 

同义名称： 名称、企业名称、单位名称、社团名称、中文名称、单位详细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0 

计量单位：  

值域：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名称，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应符合中文机构名称规则，一般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

织形式等部分组成，不可与已登记的机构名称重名。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03“机构名称”。  

7.2 人员和联络信息 

7.2.1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中文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内部标识符： 0008 

字段名： fddbrxm 

定义： 登记管理部门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姓名，合伙企业证照上排

名第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同义名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单位负责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执行事务合

伙人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

合伙企业证照上排名第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姓名或名称，以及其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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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姓名应符合人名命名习惯。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08“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  

7.2.2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类型 

中文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类型、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类型 

内部标识符： 0009 

字段名： fddbrzjlx 

定义：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类型，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类

型。 

同义名称：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负责人证件类型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计量单位：  

值域： 见 B.1。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类

型，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值域应为 B.1所列证件类型之一。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7.2.3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号码、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号码 

中文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号码、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号码 

内部标识符： 0010 

字段名： fddbrzjhm 

定义： 登记管理部门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号码，第

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号码。 

同义名称：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负责人证件号码、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值域： 应符合相关证件格式要求，见 B.1。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

号码，合伙企业证照上排名第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证件号码，以

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与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类型相匹配。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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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7.2.4 联系人姓名 

中文名称： 联系人姓名 

内部标识符： 0028 

字段名： lxr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和办理登记业务的直接责任人的姓名。 

同义名称： 经办人姓名、联系人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联系人姓名，以及其他依

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应符合人名命名习惯。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28“联系人”。 

7.2.5 联系电话 

中文名称： 联系电话 

内部标识符： 0026 

字段名： lxdh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登记管理部门登记的联系电话号码。 

同义名称： 单位联系电话、电话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联系电话号码，以及其他

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电话号码连接符只限使用“-”。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26“联系电话”。  

7.2.6 股东或投资人 

中文名称： 股东或投资人 

内部标识符： 0031 

字段名： gdhtzr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股东、发起人的信息，包括股东名称、股东类型、

股东证件号码、投资比例等信息。 



 DB4403/T 176.1—2021 

 8 

同义名称： 股东、发起人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4000 

计量单位：  

值域： 股东或投资人信息（结构化数据）采用 JSON格式记录，见 B.2。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股东或投资人信息，社会组织发起人信息，以及其他依法

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有登记股东或投资人信息的机构不可为空。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按规则转换后提供。 

备注：  

7.2.7 职工人数 

中文名称： 职工人数 

内部标识符： 0027 

字段名： zgrs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最近一次缴纳医疗保险的人数。 

同义名称： 社保缴交人数、医保缴交人数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6 

计量单位： 个 

值域：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最近一次缴纳医疗保险的人

数，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可空，非空时应为自然数。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通过政务信息资源共享获取。 

备注：  

7.3 经营或运行信息 

7.3.1 注册资金 

中文名称： 注册资金 

内部标识符： 0007 

字段名： zczj 

定义： 在登记管理部门登记的注册资本、开办资金或注册资金。 

同义名称： 开办资金、举办资金、注册资本、原始基金数额、设立资产数额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24,8 

计量单位： 万元 

值域：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注册资金金额，事业单位开办资金金额，社会组织开办资

金金额，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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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判断规则： 可空，由数字组成，计量单位为万元，小数点后保留 8位。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07“注册资金”。 

7.3.2 货币种类 

中文名称： 货币种类 

内部标识符： 0018 

字段名： hbzl 

定义： 在登记管理部门登记的注册资本、开办资金或注册资金，按照 GB/T 

12406规定的货币种类，用代码表示，用于衡量货币的种类。 

同义名称： 币种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12406—2008中的货币和资金代码。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货币种类代码，以及其他依法设

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可空，应符合 GB/T 12406—2008 中的要求。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18“货币种类”。 

7.3.3 投资国别 

中文名称： 投资国别 

内部标识符： 9901 

字段名： tzgb 

定义： 商事主体投资方所属国家或地区的代码。 

同义名称： 国别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3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2659—2000中的 3位数字代码。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投资国别。 

有效性判断规则： 按照 B.5，企业类型属于外商或港澳台投资企业的不可为空。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7.3.4 经营范围 

中文名称： 经营范围 

内部标识符：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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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jyfw 

定义： 在登记管理部门登记的经营范围、职责、宗旨和业务范围等。 

同义名称： 业务范围、宗旨、职责、宗旨和业务范围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00 

计量单位：  

值域：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经营范围信息，机关、事业单位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信息，

社会组织业务范围信息，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

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由中文字符、字母、数字、中文标点符号组成，不得包含特

殊字符。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06“经营范围”。  

7.3.5 行业分类代码 

中文名称： 行业分类代码 

内部标识符： 0020 

字段名： jjhydm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登记管理部门登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同义名称： 行业代码、国民经济行业代码、经济行业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4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4754—2017中的行业分类代码。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行业分类代码，以及其他

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应符合 GB/T 4754—2017 中的要求，由数字组成。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20“行业分类代码”。 

7.3.6 状态 

中文名称： 状态 

内部标识符： 0015 

字段名： zt 

定义： 根据 GB/T 36104—2018定义的规则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经营或运行状

况的描述。 

同义名称： 状态、营业状态、经营状态、单位状态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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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见 B.4。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经营状态信息，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状态信息，

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值域应为 B.4所列状态之一。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按规则转换生成。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15“状态”。 

7.3.7 状态 2 

中文名称： 状态 2 

内部标识符： 0901 

字段名： zt2 

定义： 根据深圳市实际情况和自定义规则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经营或运行状

况的描述。 

同义名称： 状态、营业状态、经营状态、单位状态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值域： 见 B.5。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经营状态信息，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状态信息，

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值域应为 B.5所列状态之一。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按规则转换生成。 

备注：  

7.3.8 是否正常年报 

中文名称： 是否正常年报 

内部标识符： 0902 

字段名： sfzcnb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规定时间内是否正常进行年报的情况。 

同义名称：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值域： 0—代表“否”，1—代表“是”，9—代表“未实施年报制度”。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是否正常年报信息，以及其他依法

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值域应为 0、1、9之一。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按规则转换后提供。 

备注：  



 DB4403/T 176.1—2021 

 12 

7.3.9 是否处于异常名录 

中文名称： 是否处于异常名录 

内部标识符： 0903 

字段名： sfcyycml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是否正被列入异常名录（如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事

业单位异常名录、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 

同义名称： 经营异常状态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值域： 0—代表“否”，1—代表“是”，9—代表“未实施异常名录管理”。 

引用关系：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是否正被列入异常名录，个体工商户是

否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值域应为 0、1、9之一。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按规则转换后提供。 

备注：  

7.3.10 列入异常名录原因 

中文名称： 列入异常名录原因 

内部标识符： 0904 

字段名： lrycmlyy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当前被列入异常名录（如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事业

单位异常名录、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的事由。 

同义名称： 载入异常名录原因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0 

计量单位：  

值域： 应符合《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广东省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实施办法》或《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列入异

常名录的情形。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个体工商户被标记经营异常状

态原因，事业单位被列入异常名录原因，社会组织被列入活动异常

名录原因，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处于异常名录的机构不可为空。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7.3.11 是否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中文名称： 是否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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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标识符： 0905 

字段名： sfyzwfsx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是否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同义名称： 是否载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值域： 0—代表“否”，1—代表“是”，9—代表“未实施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管理”。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是否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社会组织是否被列入严重

违法失信名单，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值域应为 0、1、9之一。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按规则转换后提供。 

备注：  

7.3.12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原因 

中文名称：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原因 

内部标识符： 0906 

字段名： yzwfsxyy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原因。 

同义名称：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事由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0 

计量单位：  

值域： 应符合《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社会组织信用信

息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情形。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原因信息，社会组织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原因信息，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

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机构不可为空。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7.3.13 是否领取电子印章 

中文名称： 是否领取电子印章 

内部标识符： 0907 

字段名： sflqdzyz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是否领取深圳市统一电子印章管理平台电子印章。 

同义名称： 是否办理电子印章 

数据类型： 数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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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值域： 0—代表“否”，1—代表“是”，9—代表“未开通电子印章”。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是否领取电子印章信息，以及其他依法

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值域应为 0、1、9之一。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通过政务信息资源共享获取。 

备注：  

7.4 主体分类信息 

7.4.1 登记或监管业务类型 

中文名称： 登记或监管业务类型 

内部标识符： 0012 

字段名： ywlx 

定义： 登记管理部门最近一次对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登记或监管的业务类

型。 

同义名称： 业务类型、登记类型、监管业务类型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2 

计量单位：  

值域： 见B.6。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登记或监管业务类型，以

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值域应为 B.6所列类型之一。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按规则转换后提供。 

备注：  

7.4.2 企业类型代码 

中文名称： 企业类型代码 

内部标识符： 9902 

字段名： qylxdm 

定义： 商事登记管理部门登记的商事主体类型。 

同义名称： 商事主体类型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4 

计量单位：  

值域： 见 B.7。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的企业类型。 

有效性判断规则： 可空，但商事主体不可为空。 

是否公示： 是 



DB4403/T 176.1—2021 

 15 

数据产生方式： 商事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7.4.3 经济类型代码 

中文名称： 经济类型代码 

内部标识符： 0021 

字段名： jjlxdm 

定义： 按不同资本（资金来源和资本组合方式）划分的经济组织和其他组

织机构的类别代码。 

同义名称：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3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12402—2000中的经济类型代码，其中机关、事业单位经济类

型代码为 110（国有全资），社会组织经济类型代码为 900（其他）。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经济类型代码，以及其他

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应符合 GB/T 12402—2000 中的要求。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按规则转换后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 数据元 0021“经济类型代码”。  

7.4.4 机构类型代码 

中文名称： 机构类型代码 

内部标识符： 0908 

字段名： jglx 

定义： 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根据深圳市实际情况和应用需求划分的法人

和其他组织类型。 

同义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 

计量单位：  

值域： 见 B.8。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机构类型信息，以及其他依

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值域应为 B.8所列类型之一。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按规则转换生成。 

备注：  

7.5 登记和主管部门信息 

7.5.1 登记管理部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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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登记管理部门名称 

内部标识符： 0022 

字段名： djglbmmc 

定义： 商事登记管理部门的名称，机构编制赋码机关的名称，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部门的名称，社会组织登记部门的名称，其他合法的注册或

登记管理部门的名称。 

同义名称： 登记机关、登记管理机关、赋码机关、登记注册机关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0 

计量单位：  

值域：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部门名称，机关的赋码

机关名称，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应为国家、省、市、县（市、区）的登记管理机关。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22“登记管理部门名称”。  

7.5.2 登记管理部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文名称： 登记管理部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内部标识符： 0023 

字段名： djglbmdm 

定义： 登记管理部门名称所对应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同义名称： 登记机关代码、登记管理机关代码、赋码机关代码、登记注册机关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应符合 GB 32100—2015中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

规则。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关赋码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应符合 GB 32100—2015中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编码规则，与登记管理部门名称匹配。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23“登记管理部门代码”。 

7.5.3 主管单位 

中文名称： 主管单位 

内部标识符：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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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zgdw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上级主管部门（或上级企业、归口管理部门、业

务主管部门、举办单位）的名称。 

同义名称： 隶属企业、总公司、归口管理部门、举办单位、业务主管单位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0 

计量单位：  

值域：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隶属企业名称，机关的归口管理部门名称、事业单位的举

办单位名称，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名称，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可空，应符合中文组织机构名称规则，一般由行政区划、字号、行

业、组织形式等部分组成。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24“主管单位”。 

7.5.4 主管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文名称： 主管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内部标识符： 0025 

字段名： zgdwdm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上级主管部门（或上级企业、归口管理部门、业

务主管部门、举办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同义名称： 隶属企业代码、总公司代码、归口管理部门代码、举办单位代码、

业务主管单位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应符合 GB 32100—2015中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

规则。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隶属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机关的归口管理部门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事业单位的举办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社会组织的

业务主管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可空，应符合 GB 32100—2015中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编码规则，与上级主管部门名称匹配。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25“主管单位代码”。 

7.6 地址信息 

7.6.1 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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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注册地址 

内部标识符： 0004 

字段名： zcdz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登记管理部门登记的住所地址。 

同义名称： 机构地址、住所、单位地址、登记地址、单位注册地址、登记住所

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400 

计量单位：  

值域： 行政区划和街道名称应符合 B.11 的要求。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注册地址信息，机关的机构地址信息，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的住所信息，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一般形式为深圳市 XX区 XX街道 XX路 XX号 XX小区（大厦）

XX号。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04“注册地址”。 

7.6.2 房屋编码 

中文名称： 房屋编码 

内部标识符： 0909 

字段名： fwbm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注册地址所对应的房屋编码。 

同义名称： 地址编码、统一地址编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5 

计量单位：  

值域： 应符合 SZDB/Z 281—2017的编码要求。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房屋编码，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

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可空，应符合 SZDB/Z 281—2017 的要求，由 25位数字组成。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7.6.3 注册地址行政区划代码 

中文名称： 注册地址行政区划代码 

内部标识符： 0005 

字段名： zcdzqhdm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注册地址所在地的行政区划代码。 

同义名称： 住所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行政区划代码、行政区划数字代码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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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  

值域： 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行政区划代码，见 B.9。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注册地址行政区划代码，机关的机构地址行政区划代码，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住所行政区划代码，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值域应为 B.9所列代码之一。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按规则转换后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05“注册地址行政区划代码”。 

7.6.4 注册地址自定义行政区划代码 

中文名称： 注册地址自定义行政区划代码 

内部标识符： 0910 

字段名： zdyqhdm 

定义： 根据深圳市实际情况自定义划分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注册地址所在地

的行政区划代码（包括未经国家正式编码的功能区和新区）。 

同义名称： 自定义行政区划代码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6 

计量单位：  

值域： 见 B.10。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注册地址自定义行政区划代码，机关机构地址自定义行政

区划代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住所自定义行政区划代码，以及其

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值域应为 B.10所列代码之一。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按规则转换后提供。 

备注：  

7.6.5 街道编码 

中文名称： 街道编码 

内部标识符： 0911 

字段名： jdbm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注册地址所在街道的编码。 

同义名称： 注册地街道编码、所在地街道编码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12 

计量单位：  

值域： 见 B.11。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的注册地址所在的街道编码，机关的机构地址所在的街道

编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住所所在的街道编码，以及其他依法设

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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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值域应为 B.11所列编码之一。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按规则转换后提供。 

备注：  

7.6.6 生产经营地址 

中文名称： 生产经营地址 

内部标识符： 0016 

字段名： scjydz 

定义： 商事主体在登记管理部门登记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地址。 

同义名称： 生产经营地、生产地址、经营地址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400 

计量单位：  

值域：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生产经营地址。 

有效性判断规则： 可空，一般形式为深圳市 XX区 XX街道 XX路 XX号 XX小区（大厦）

XX 号。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16“生产经营地址”。 

7.6.7 生产经营地址行政区划代码 

中文名称： 生产经营地址行政区划代码 

内部标识符： 0017 

字段名： jydzqhdm 

定义： 商事主体生产经营地址所在地的行政区划代码。 

同义名称： 生产经营地所在行政区划代码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6 

计量单位：  

值域： 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行政区划代码，见 B.9。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生产经营地址的行政区划代码。 

有效性判断规则： 可空，值域应为 B.9所列代码之一。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按规则转换后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17“生产经营地址行政区划代码”。 

7.7 日期信息 

7.7.1 成立日期 

中文名称： 成立日期 

内部标识符：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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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clrq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经登记管理部门登记或批准成立的日期。 

同义名称： 设立日期、批准成立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应符合 GB/T 7408—2005中的日历日期。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成立日期信息，以及其他依

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早于或等于有效期自，不能晚于有效期至。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11“成立日期”。 

7.7.2 核准日期 

中文名称： 核准日期 

内部标识符： 0013 

字段名： hzrq 

定义： 登记管理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最近一次业务审批或核准的日期。 

同义名称： 最新登记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应符合 GB/T 7408—2005中的日历日期。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的核准日期，社会组织的最新登记日期，

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早于或等于最后更新日期，不能晚于有效期至。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7.7.3 颁发日期 

中文名称： 颁发日期 

内部标识符： 0912 

字段名： bfrq 

定义： 登记管理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核发有效证照的日期。 

同义名称： 发证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应符合 GB/T 7408—2005中的日历日期。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效证照的颁发日期或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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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早于或等于最后更新日期，不能晚于有效期至。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7.7.4 有效期自 

中文名称： 有效期自 

内部标识符： 0029 

字段名： yxqz 

定义： 登记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期限的起始日期。 

同义名称： 经营期限起、营业期限起始日期、有效期限起始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应符合 GB/T 7408—2005中的日历日期。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经营期限起始日期，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效期限

起始日期，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不能晚于有效期至。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29“有效期自”。 

7.7.5 有效期至 

中文名称： 有效期至 

内部标识符： 0030 

字段名： yxqzhi 

定义： 登记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期限的终止日期。 

同义名称： 经营期限止、营业期限终止日期、有效期限终止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应符合 GB/T 7408—2005中的日历日期。对于无限期经营的，其值

为 2099-12-31。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经营期限终止日期，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效期限

终止日期，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不能早于有效期自。 

是否公示： 是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29“有效期至”。 

7.7.6 最后更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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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最后更新日期 

内部标识符： 0014 

字段名： zhgxrq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最后更新的日期。 

同义名称： 最新变更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时间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Thhmmss 或 YY-MM—DDThh：mm：SS 

计量单位：  

值域： 应符合 GB/T 7408—2005中的日历日期。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信息的最后更新日期，以及

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非空，等于或晚于核准日期。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14“最后更新日期”。 

7.8 其他信息 

7.8.1 是否公开 

中文名称： 是否公开 

内部标识符： 0032 

字段名： sfgk 

定义：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有关规定，遵循“以

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登记管理部门应公开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登记信息。对不宜公开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登记管理部门

应明确“不公开”。 

同义名称：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值域： 1—代表“公开”，2—代表“不公开”。 

引用关系： 商事主体、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基础信息

是否允许被公开，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信息。 

有效性判断规则： 可空，缺省值为 1，只能为 1或 2。 

是否公示： 否 

数据产生方式： 登记管理部门直接提供。 

备注： 等同于 GB/T 36104—2018数据元 0032“是否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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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数据元引用关系 

数据元引用关系表见表A.1。 

表 A.1  数据元引用关系表 

内部 

标识符 
数据元中文名称 商事主体登记信息 机关批准设立信息 事业单位登记信息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 

基金会的登记信息 

00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0002 组织机构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0003 机构名称 名称 机构名称 名称 名称 

0004 注册地址 注册地址 机构地址 住所 住所 

0005 注册地址行政区划代码 注册地址行政区划代码 机构地址所在行政区划代码 住所所在行政区划代码 单位地址行政区划代码 

0006 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 主要职责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业务范围 

0007 注册资金 注册资本 — 开办资金 注册资金/开办资金/原始基金数额 

0008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第一

执行事务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第一执行事

务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0009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类型、

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类型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类型、第

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类型 
负责人证件类型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0010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号码、

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号码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号码、第

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号码 
负责人证件号码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0011 成立日期 成立日期 批准成立日期 成立日期 成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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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内部 

标识符 
数据元中文名称 商事主体登记信息 机关批准设立信息 事业单位登记信息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 

基金会的登记信息 

0012 登记或监管业务类型 登记或监管业务类型 登记业务类型 登记或监管业务类型 登记或监管业务类型 

0013 核准日期 核准日期 颁发日期 核准日期 最新登记日期 

0014 最后更新日期 最后更新日期 最后更新日期 最后更新日期 最后更新日期 

0015 状态 经营状态 状态 状态 状态 

0016 生产经营地址 生产经营地址 — — — 

0017 生产经营地址行政区划代码 生产经营地行政区划代码 — — — 

0018 货币种类 币种 — 币种 币种 

0019 注册号 注册号 批准文号 登记号 登记号 

0020 行业分类代码 行业分类代码 行业分类代码 行业分类代码 行业分类代码 

0021 经济类型代码 经济类型代码 经济类型代码 经济类型代码 经济类型代码 

0022 登记管理部门名称 登记管理机关 赋码机关 登记管理机关 登记管理机关 

0023 登记管理部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管理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赋码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管理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管理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0024 主管单位 隶属企业或总公司名称 归口管理部门 举办单位 业务主管单位 

0025 主管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隶属企业或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归口管理部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举办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业务主管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0026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0027 职工人数 职工人数 职工人数 职工人数 职工人数 

0028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姓名 

0029 有效期自 经营期限起 有效期自 有效期自 有效期限（始） 

0030 有效期至 经营期限止 有效期至 有效期至 有效期限（至） 

0031 股东或投资人 股东或投资人 — — 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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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内部 

标识符 
数据元中文名称 商事主体登记信息 机关批准设立信息 事业单位登记信息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 

基金会的登记信息 

0032 是否公开 是否公开 是否公开 是否公开 是否公开 

0901 状态 2 经营状态 状态 状态 状态 

0902 是否正常年报 是否正常年报 — 是否正常年报 是否正常年报 

0903 是否处于异常名录 是否处于异常名录 — 是否处于异常名录 是否处于异常名录 

0904 列入异常名录原因 列入异常名录原因 — 列入异常名录原因 列入异常名录原因 

0905 是否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是否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 — 是否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0906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原因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原因 — —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原因 

0907 是否领取电子印章 是否领取电子印章 是否领取电子印章 是否领取电子印章 — 

0908 机构类型代码 机构类型代码 机构类型代码 机构类型代码 机构类型代码 

0909 房屋编码 房屋编码 房屋编码 房屋编码 房屋编码 

0910 注册地址自定义行政区划代码 注册地址自定义行政区划代码 注册地址自定义行政区划代码 注册地址自定义行政区划代码 注册地址自定义行政区划代码 

0911 街道编码 街道编码 街道编码 街道编码 街道编码 

0912 颁发日期 发证日期 颁发日期 发证日期 发证日期 

9901 投资国别 投资国别 — — — 

9902 企业类型代码 企业类型代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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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数据元值域及代码 

B.1  证件类型代码 

证件类型代码见表B.1。 

表 B.1  证件类型代码 

B.2  股东或投资人格式 

股东或投资人采用以下json格式记录： 

{"gdmc":"值1","gdlx":"值2","gdzjlx":"值3","gdzjhm":"值4","cze":"值5","czbl":"值6"}，格

式说明见表B.2。 

 

代码 名称 说明 

10 居民身份证 

由 18 位代码组成，应符合 GB 11643—1999 中的编码规则。身份

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居民

身份证。 

11 军官证 军官证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证，证件号码由 7 位数字组成。 

12 士兵证 士兵证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证，证件号码由 7 位数字组成。 

13 警官证 
警官证包括：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文职干部证，证件号码由 7 位数字组成。 

14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香港居民卡号码首位以英文字母“H”开头，澳门居民卡号码首

位以英文字母“M”开头；第 2 位至第 9 位为数字，该 8 位数字

为港澳居民的终身号码；第 10位至第 11 位为换证次数，首次发

证 00，此后依次递增。 

15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证件号码由 8 位数字组成。 

16 香港身份证 由 1 或 2 个英文字母、6 个数字及 1 个括号数字组成。 

17 澳门身份证 由 8 位数字组成，格式为 XXXXXXX(X)。 

18 台湾身份证 由 1 个英文字母和 9 个数字组成。 

19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由 18 位代码组成， 其中香港居民公民身份号码地址码使用

810000，澳门居民公民身份号码地址码使用 820000，台湾居民

公民身份号码地址码使用 830000。 

20 护照 中国或外国签发的护照，配合国籍定位身份。 

40 其他有效个人身份证件 如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70 机构身份证件 法人和其他组织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登记证照。  

80 其他有效机构身份证件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其他有效身份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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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股东或投资人格式说明 

字段名 说明 字段对应值 说明 

gdmc 股东或投资人名称 值 1 股东或投资人对应的名称。 

gdlx 股东或投资人类型 值 2 值域见 B.3。 

gdzjlx 股东或投资人证件类型 值 3 值域见 B.1。 

gdzjhm 股东或投资人证件号码 值 4 值域见 B.1。 

cze 出资额 值 5 单位为万元。 

czbl 出资比例（%） 值 6 为不小于 0 的百分数。 

B.3  股东或投资人类型代码 

股东或投资人类型代码见表B.3。 

表 B.3  股东或投资人类型代码 

代码 名称 

10 法人股东 

11     企业法人 

12     事业法人 

13     社团法人 

14     机关法人 

15 外商投资企业 

20 自然人股东 

21     农民自然人 

22    非农民自然人 

30 外国(地区)投资者 

31     外国(地区)企业 

32     外国(地区)经济组织 

33     外商投资投资性公司 

34     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 

35     外国（地区）自然人 

36     华侨 

40 合伙企业 

41     内资合伙企业 

42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50 个人独资企业 

90 其他投资者 

B.4  状态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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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代码见表B.4。 

表 B.4  状态 1代码 

代码 机构状态 

1 正常（存续、在营、开业、注册、设立） 

2 异常（未年报、未年检、证书逾期） 

3 吊销 

4 注销(撤销) 

9 其他 

B.5  状态 2代码  

状态2的代码见表B.5。 

表 B.5  状态 2代码 

代码 机构状态 

1 正常 

2 吊销 

3 注销 

4 撤销 

5 迁出 

9 其他 

B.6  登记或监管业务类型代码 

登记或监管业务类型代码见表B.6。 

表 B.6  登记或监管业务类型代码 

代码 机构状态 

01 设立登记 

02 变更登记 

03 注销登记 

51 换证（照） 

52 年报（审） 

53 列入异常名录 

54 移出异常名录 

55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56 移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57 吊销 

58 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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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续） 

代码 机构状态 

59 数据修正 

90 其他 

B.7  企业类型代码 

企业类型代码见表B.7。 

表 B.7  企业类型代码 

企业类型代码 企业类型名称 是否外商或港澳台投资企业 

1000 内资公司 否 

1100 有限责任公司 否 

1110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否 

1120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是 

1121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合资） 是 

1122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是 

1123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是 

1130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否 

1140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否 

1150 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公司） 否 

1151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否 

1152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否 

1153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否 

1190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否 

1200 股份有限公司 否 

1210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否 

1211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是 

1212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否 

1213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否 

121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否 

1220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否 

1221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是 

1222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否 

1223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否 

12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否 

1230 股份合作有限公司 否 

1300 股份合作公司 否 

2000 分公司 否 

2100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否 

2110 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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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续） 

企业类型代码 企业类型名称 是否外商或港澳台投资企业 

2120 非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否 

2121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合资） 是 

2122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是 

2123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是 

2130 非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私营） 否 

2140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控股） 否 

2150 一人责任公司分公司 否 

2151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独资） 否 

2152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否 

2153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否 

2160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否 

2190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否 

2200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否 

2210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否 

2211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是 

2212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否 

2213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否 

221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否 

2220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否 

2221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是 

2222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否 

2223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否 

22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否 

2300 股份合作公司分公司 否 

3000 内资企业法人 否 

3100 全民所有制 否 

3101 全民 否 

3102 全民（内联） 否 

3103 全民（内联-独资） 否 

3200 集体所有制 否 

3201 集体 否 

3202 集体（内联） 否 

3203 集体（内联-独资） 否 

3300 股份制 否 

3301 股份公司投资 否 

3400 股份合作制 否 

3500 联营 否 

3501 全民与集体联营 否 



 DB4403/T 176.1—2021 

 32 

表 B.7（续） 

企业类型代码 企业类型名称 是否外商或港澳台投资企业 

3502 全民与中外合资联营 是 

3503 全民与私营联营 否 

3504 集体与中外合资联营 是 

3505 集体与私营联营 否 

3506 全民与股份联营 否 

3507 集体与股份联营 否 

3508 股份与中外合资联营 是 

3509 股份与私营联营 否 

3511 全民与全民联营 否 

3512 集体与集体联营 否 

3513 其它经济成份联营 否 

3600 事业法人 否 

3900 私营企业法人 否 

4000 内资非法人企业、非公司私营企业及内资非公司企业分

支机构 

否 

4100 事业单位营业 否 

4110 国有事业单位营业 否 

4120 集体事业单位营业 否 

4200 社团法人营业 否 

4210 国有社团法人营业 否 

4220 集体社团法人营业 否 

4300 内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非法人） 否 

4310 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 否 

4311 全民 否 

4312 全民（内联） 否 

4313 全民（内联-独资） 否 

4320 集体分支机构（非法人） 否 

4321 集体 否 

4322 集体（内联） 否 

4323 集体（内联-独资） 否 

4330 股份制分支机构 否 

4340 股份合作制分支机构 否 

4400 经营单位（非法人） 否 

4410 国有经营单位（非法人） 否 

4420 集体经营单位（非法人） 否 

4500 非公司私营企业 否 

4510 独资私营企业 否 

4520 合伙私营企业 否 

4530 合伙企业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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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续） 

企业类型代码 企业类型名称 是否外商或港澳台投资企业 

4531 普通合伙 否 

4532 特殊普通合伙 否 

4533 有限合伙 否 

4540 个人独资企业 否 

4550 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否 

4551 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否 

4552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否 

4553 有限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否 

4560 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 否 

4600 联营 否 

4601 全民与集体联营 否 

4602 全民与中外合资联营 是 

4603 全民与私营联营 否 

4604 集体与中外合资联营 是 

4605 集体与私营联营 否 

4606 全民与股份联营 否 

4607 集体与股份联营 否 

4608 股份与中外合资联营 是 

4609 股份与私营联营 否 

4611 全民与全民联营 否 

4612 集体与集体联营 否 

4613 其它经济成份联营 否 

4700 股份制企业（非法人） 否 

4701 股份公司投资 否 

4800 股份合作企业（非法人） 否 

5000 外商投资企业 是 

5100 有限责任公司 是 

5110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是 

5111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外资比例低于 25% 是 

5112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A股并购 是 

5113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A股并购 25%或以上 是 

5120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 是 

5130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合资） 是 

5140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自然人独资） 是 

5150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是 

5160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 是 

5170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性企业投资） 是 

5171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性企业独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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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续） 

企业类型代码 企业类型名称 是否外商或港澳台投资企业 

5172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性企业合资） 是 

5180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是 

5181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外资比例低于 25% 是 

5182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A 股并购 是 

5183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A 股并购 25%或以上 是 

5190 其他 是 

51A0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 是 

51B0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是 

51C0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 是 

51D0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自然人独资） 是 

51E0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作） 是 

5200 股份有限公司 是 

5210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是 

5211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外资比例低于 25% 是 

5212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A 股并购 是 

5213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A 股并购 25%或以上 是 

5220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是 

5221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外资比例低于 25% 是 

5222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A 股并购 是 

5223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A 股并购 25%或以上 是 

5230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合资、未上市） 是 

5240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合资、上市） 是 

5250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性企业投资、未上市） 是 

5260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上市） 是 

5270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是 

5280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是 

5290 其他 是 

52A0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合资，上市） 是 

52B0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合资，未上市） 是 

5300 非公司 是 

5310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作） 是 

5320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外商合资） 是 

5390 其他 是 

5400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是 

5410 外商投资普通合伙企业 是 

5420 外商投资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是 

5430 外商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是 

5490 其他 是 

5800 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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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续） 

企业类型代码 企业类型名称 是否外商或港澳台投资企业 

5810 外商投资企业分公司 是 

5820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 是 

5830 外商投资企业办事处 是 

5840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是 

5841 外商投资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是 

5842 外商投资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是 

5843 外商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是 

5890 外商投资企业其他分支机构 是 

6000 台、港、澳投资企业 是 

6100 有限责任公司 是 

6110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是 

6111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外资比例低于 25% 是 

6112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A 股并购 是 

6113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A 股并购 25%或以上 是 

6120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作） 是 

6130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 是 

6140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自然人独资） 是 

6150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是 

6160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 是 

6170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 是 

6180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是 

6190 其他 是 

6200 股份有限公司 是 

6210 股份有限公司（港台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是 

6220 股份有限公司（港台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是 

6230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合资、未上市） 是 

6240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合资、上市） 是 

6250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未上市） 是 

6260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上市） 是 

6270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未上市） 是 

6280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是 

6290 其他 是 

6300 非公司 是 

6310 非公司台、港、澳企业（台港澳与境内合作） 是 

6320 非公司台、港、澳企业（台港澳合资） 是 

6390 其他 是 

6400 港、澳、台投资合伙企业 是 

6410 普通合伙企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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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续） 

企业类型代码 企业类型名称 是否外商或港澳台投资企业 

6420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是 

6430 有限合伙企业 是 

6490 其他 是 

6800 台、港、澳投资企业分支机构 是 

6810 台、港、澳投资企业分公司 是 

6820 非公司台、港、澳投资企业分支机构 是 

6830 台港澳投资企业办事处 是 

6840 港、澳、台投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是 

6890 其他台港澳投资企业分支机构 是 

7000 外国（地区）企业 是 

7100 外国（地区）公司分支机构 是 

7110 外国（地区）无限责任公司分支机构 是 

7120 外国（地区）有限责任公司分支机构 是 

7130 外国（地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分支机构 是 

7190 外国（地区）其他形式公司分支机构 是 

7200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是 

7201 贸易类 是 

7202 金融保险类 是 

7203 航空类 是 

7204 运输类 是 

7205 旅游类 是 

7206 石油开采类 是 

7207 法律咨询类 是 

7208 广告类 是 

7209 文化类 是 

7210 科技类 是 

7211 其他 是 

7300 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是 

7310 分公司 是 

7320 承包工程 是 

7330 外资银行（金融保险） 是 

7331 银行分行 是 

7332 保险分公司 是 

7333 外资银行 是 

7340 承包经营管理 是 

7350 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是 

7360 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是 

7390 其他 是 

8000 集团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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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续） 

企业类型代码 企业类型名称 是否外商或港澳台投资企业 

8100 内资集团 否 

8500 外资集团 是 

9000 其他类型 否 

9100 农民专业合作社 否 

9200 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 否 

9500 个体工商户 否 

9510 个体工商户 否 

9520 个体工商户（香港） 否 

9530 个体工商户（澳门） 否 

9540 个体工商户（临时） 否 

9550 个体工商户（台湾） 否 

9600 自然人 否 

9900 其他 否 

A000 内资企业办事机构 否 

C000 三来一补 否 

C100 来料加工 否 

C200 来料种殖 否 

C300 来料繁殖 否 

C400 来件装配 否 

C500 来样加工 否 

C600 补偿贸易 否 

C900 其他方式 否 

D003 有限合伙 否 

W000 外商投资企业 是 

W100 中外合资企业 是 

W110 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是 

W111 已上市的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是 

W112 未上市的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是 

W120 中外合资企业 是 

W130 中外合资企业（外资比例低于 25%） 是 

W200 中外合作企业 是 

W300 外商独资企业 是 

W510 外商投资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是 

W520 外商投资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是 

W530 外商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是 

W800 外商投资企业办事机构 是 

W810 中外合资企业办事机构 是 

W811 已上市的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办事机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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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续） 

企业类型代码 企业类型名称 是否外商或港澳台投资企业 

W812 未上市的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办事机构 是 

W820 中外合作企业办事机构 是 

W830 外商独资企业办事机构 是 

W900 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 是 

W910 中外合资企业分支机构 是 

W911 已上市的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 是 

W912 未上市的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 是 

W920 中外合作企业分支机构 是 

W930 外商独资企业分支机构 是 

W940 外商合资企业分支机构 是 

Y000 港、澳、台投资企业 是 

Y100 港、澳、台投资合资企业 是 

Y110 合资经营（港资） 是 

Y120 合资经营（澳资） 是 

Y130 合资经营（台资） 是 

Y140 合资经营（港澳资） 是 

Y150 合资经营（港台资） 是 

Y160 合资经营（澳台资） 是 

Y170 合资经营（港澳台资） 是 

Y200 港、澳、台投资合作企业 是 

Y210 合作经营（港资） 是 

Y220 合作经营（澳资） 是 

Y230 合作经营（台资） 是 

Y240 合作经营（港澳资） 是 

Y250 合作经营（港台资） 是 

Y260 合作经营（澳台资） 是 

Y270 合作经营（港澳台资） 是 

Y300 港、澳、台独资企业 是 

Y310 独资经营（港资） 是 

Y320 独资经营（澳资） 是 

Y330 独资经营（台资） 是 

Y340 独资经营（港澳资） 是 

Y350 独资经营（港台资） 是 

Y360 独资经营（澳台资） 是 

Y370 独资经营（港澳台资） 是 

Y800 港、澳、台投资企业办事机构 是 

Y810 港、澳、台投资合资企业办事机构 是 

Y811 合资经营（港资） 是 

Y812 合资经营（澳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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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续） 

企业类型代码 企业类型名称 是否外商或港澳台投资企业 

Y813 合资经营（台资） 是 

Y814 合资经营（港澳资） 是 

Y815 合资经营（港台资） 是 

Y816 合资经营（澳台资） 是 

Y817 合资经营（港澳台资） 是 

Y820 港、澳、台投资合作企业办事机构 是 

Y821 合作经营（港资） 是 

Y822 合作经营（澳资） 是 

Y823 合作经营（台资） 是 

Y824 合作经营（港澳资） 是 

Y825 合作经营（港台资） 是 

Y826 合作经营（澳台资） 是 

Y827 合作经营（港澳台资） 是 

Y830 港、澳、台投资独资企业办事机构 是 

Y831 独资经营（港资） 是 

Y832 独资经营（澳资） 是 

Y833 独资经营（台资） 是 

Y834 独资经营（港澳资） 是 

Y835 独资经营（港台资） 是 

Y836 独资经营（澳台资） 是 

Y837 独资经营（港澳台资） 是 

Y900 港、澳、台投资企业分支机构 是 

Y910 港、澳、台投资合资企业分支机构 是 

Y911 合资经营（港资） 是 

Y912 合资经营（澳资） 是 

Y913 合资经营（台资） 是 

Y914 合资经营（港澳资） 是 

Y915 合资经营（港台资） 是 

Y916 合资经营（澳台资） 是 

Y917 合资经营（港澳台资） 是 

Y920 港、澳、台投资合作企业分支机构 是 

Y921 合作经营（港资） 是 

Y922 合作经营（澳资） 是 

Y923 合作经营（台资） 是 

Y924 合作经营（港澳资） 是 

Y925 合作经营（港台资） 是 

Y926 合作经营（澳台资） 是 

Y927 合作经营（港澳台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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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续） 

企业类型代码 企业类型名称 是否外商或港澳台投资企业 

Y930 港、澳、台投资独资企业分支机构 是 

Y931 独资经营（港资） 是 

Y932 独资经营（澳资） 是 

Y933 独资经营（台资） 是 

Y934 独资经营（港澳资） 是 

Y935 独资经营（港台资） 是 

Y936 独资经营（澳台资） 是 

Y937 独资经营（港澳台资） 是 

B.8  机构类型代码 

机构类型代码值域见表 B.8。 

表 B.8  机构类型代码 

代码 机构类型 

1 企业 

2 机关 

3 事业单位 

4 社会团体 

5 民办非企业 

9 其他机构 

A 个体工商户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配套管理办法出台后，“民办非企业”将更名为“社会服务机构”。 

B.9  深圳市行政区划代码 

深圳市行政区划代码见表 B.9。 

表 B.9  深圳市行政区划代码 

深圳市及其辖区 行政区划代码 

深圳市 440300 

罗湖区 440303 

福田区 440304 

南山区 440305 

宝安区 440306 

龙岗区 440307 

盐田区 440308 

龙华区 44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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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9（续） 

深圳市及其辖区 行政区划代码 

光明区 440311 

深汕特别合作区 441521 

B.10  自定义深圳市行政区划代码 

自定义深圳市行政区划代码见表 B.10。 

表 B.10  自定义深圳市行政区划代码 

深圳市及其辖区 行政区划代码 

深圳市 440300 

罗湖区 440303 

福田区 440304 

南山区 440305 

宝安区 440306 

龙岗区 440307 

盐田区 440308 

龙华区 440309 

坪山区 440310 

光明区 440311 

大鹏新区 440343 

深汕特别合作区 440344 

B.11  街道编码 

街道编码值域见表 B.11。 

表 B.11  街道编码 

所 属 行 政 区  街 道 名 称  街 道 编 码  

罗湖区 

桂园街道 440303001000 

黄贝街道 440303002000 

东门街道 440303003000 

翠竹街道 440303004000 

南湖街道 440303005000 

笋岗街道 440303006000 

东湖街道 440303007000 

莲塘街道 440303008000 

东晓街道 440303009000 



 DB4403/T 176.1—2021 

 42 

表 B.11（续） 

所 属 行 政 区  街 道 名 称  街 道 编 码  

罗湖区 清水河街道 440303010000 

福田区 

南园街道 440304001000 

园岭街道 440304002000 

福田街道 440304004000 

沙头街道 440304005000 

香蜜湖街道 440304006000 

梅林街道 440304007000 

莲花街道 440304008000 

华富街道 440304009000 

福保街道 440304010000 

华强北街道 440304011000 

南山区 

南头街道 440305001000 

南山街道 440305002000 

沙河街道 440305003000 

蛇口街道 440305005000 

招商街道 440305006000 

粤海街道 440305007000 

桃源街道 440305008000 

西丽街道 440305009000 

前海合作区 440305400000 

宝安区 

新安街道 440306017000 

西乡街道 440306018000 

航城街道 440306019000 

福永街道 440306020000 

福海街道 440306021000 

沙井街道 440306022000 

新桥街道 440306023000 

松岗街道 440306024000 

燕罗街道 440306025000 

石岩街道 440306026000 

龙岗区 

平湖街道 440307003000 

坪地街道 440307006000 

南湾街道 440307012000 

坂田街道 4403070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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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1（续） 

所 属 行 政 区  街 道 名 称  街 道 编 码  

龙岗区 

布吉街道 440307014000 

龙城街道 440307015000 

龙岗街道 440307016000 

横岗街道 440307017000 

吉华街道 440307018000 

宝龙街道 440307019000 

园山街道 440307020000 

盐田区 

梅沙街道 440308001000 

盐田街道 440308002000 

沙头角街道 440308003000 

海山街道 440308004000 

龙华区 

观湖街道 440309001000 

民治街道 440309002000 

龙华街道 440309003000 

大浪街道 440309004000 

福城街道 440309005000 

观澜街道 440309006000 

坪山区 

坪山街道 440310001000 

马峦街道 440310002000 

碧岭街道 440310003000 

石井街道 440310004000 

坑梓街道 440310005000 

龙田街道 440310006000 

光明区 

光明街道 440311001000 

公明街道 440311002000 

新湖街道 440311003000 

凤凰街道 440311004000 

玉塘街道 440311005000 

马田街道 440311006000 

大鹏新区 

葵涌街道 440307009000 

大鹏街道 440307010000 

南澳街道 440307011000 

深汕特别合作区 小漠镇 4415211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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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1（续） 

所 属 行 政 区  街 道 名 称  街 道 编 码  

深汕特别合作区 

鹅埠镇 441521103000 

赤石镇 441521104000 

鲘门镇 4415211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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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内部标识符索引 

内部标识符 中文名称 

00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0002 组织机构代码 

0003 机构名称 

0004 注册地址 

0005 注册地址行政区划代码 

0006 经营范围 

0007 注册资金 

0008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0009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类型、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类型 

0010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号码、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号码 

0011 成立日期 

0012 登记或监管业务类型 

0013 核准日期 

0014 最后更新日期 

0015 状态 

0016 生产经营地址 

0017 生产经营行政区划代码 

0018 货币种类 

0019 注册号 

0020 行业分类代码 

0021 经济类型代码 

0022 登记管理部门名称 

0023 登记管理部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0024 主管单位 

0025 主管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0026 联系电话 

0027 职工人数 

0028 联系人姓名 

0029 有效期自 

0030 有效期至 

0031 股东或投资人 

0032 是否公开 

0901 状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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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 是否正常年报 

0903 是否处于异常名录 

0904 列入异常名录原因 

0905 是否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0906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原因 

0907 是否领取电子印章 

0908 机构类型代码 

0909 房屋编码 

0910 注册地址自定义行政区划代码 

0911 街道编码 

0912 颁发日期 

9901 投资国别 

9902 企业类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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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索引 

中文名称 内部标识符 

颁发日期 0912 

成立日期 0011 

登记管理部门名称 0022 

登记管理部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0023 

登记或监管业务类型 0012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0008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号码、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号码 0010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类型、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证件类型 0009 

房屋编码 0909 

股东或投资人 0031 

行业分类代码 0020 

核准日期 0013 

货币种类 0018 

机构类型代码 0908 

机构名称 0003 

街道编码 0911 

经济类型代码 0021 

经营范围 0006 

联系电话 0026 

联系人姓名 0028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原因 0906 

列入异常名录原因 0904 

企业类型代码 9902 

生产经营地址 0016 

生产经营行政区划代码 0017 

是否处于异常名录 0903 

是否公开 0032 

是否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0905 

是否领取电子印章 0907 

是否正常年报 090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0001 

投资国别 9901 

有效期至 0030 

有效期自 0029 

职工人数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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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 0024 

主管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0025 

注册地址 0004 

注册地址行政区划代码 0005 

注册地址自定义行政区划代码 0910 

注册号 0019 

注册资金 0007 

状态 0015 

状态 2 0901 

组织机构代码 0002 

最后更新日期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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