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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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公共信用中心、深圳市信用促进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潘建珊、鲜涛、李浩、吕杨、赵家国、林其友、程彦子、陈孝华、陈宝平、龚

友松、黄婕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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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共享、应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作为征信基

础产品，系统记录企业的信用活动，提供全面、准确的公共信用信息，反映企业的信用状况，规范公共

信用信息报告格式对于推动公共信用信息的应用具有重要作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对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标

准建设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深圳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也强调市公共信用机构应制定并公布服务

规范，按照统一格式向社会披露公共信用信息。 

目前，深圳在现有实践中的做法为根据信息主体、公开级别、使用场景等维度将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产品进行区分。本文件的研制重点考虑了深圳现有实践，主要为满足法人、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

告发布和应用的需要，提高对公共信用信息报告的统一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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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格式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础应用型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合规应用型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和完整应用型公共信用

信息报告制定的基本原则，公共信用信息报告的结构和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法人、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文件的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共信用信息  public credit information 

依法行使公共职能的部门履职过程产生的有关各类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 

注：依法行使公共职能的部门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依法行使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 

组织。 

[来源：GB/T 22117—2018，2.24] 

3.2  

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public credit information reports 

    对市场主体某段时间内公共信用状况的记录并形成的结构化和系统化的文件。 

4 基本原则 

4.1 科学性 

公共信用信息报告的分类合理，数据项的选择科学合理、结构完整，能准确客观反映信用主体公共

信用状况。 

4.2 易读性 

公共信用信息报告用词准确、易于理解，方便用户使用。 

4.3 适用性 

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以应用为导向，适用和满足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5 结构和内容 

5.1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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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共包括三个部分，依次是封面、说明、正文。 

5.2 内容 

5.2.1 封面 

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封面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报告编码； 

——防伪验证码； 

——报告二维码； 

——报告名称； 

——报告类别； 

——出具单位； 

——出具时间。 

5.2.2 说明 

公共信用信息报告说明是面向用户的提示或特别说明，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报告加工过程保持客观、中立的承诺声明； 

——报告信息的来源说明、数据更新时间说明； 

——报告使用的约定声明； 

——其它需要说明的内容。 

5.2.3 正文 

5.2.3.1  基础应用型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主要应用于企业身份证明、股东及高管关系证明，可作为子女

就学、入户等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相关事项的佐证材料。基础应用型公共信用信息报告的正文基本内容见

附录 A。正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企业信用信息提示； 

——基础信息；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5.2.3.2  合规应用型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主要应用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可作为政府采购、招标投标、

上市融资、评优评先、申请资金扶持等相关事项的佐证材料。合规应用型公共信用信息报告的正文基本

内容见附录 B。正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企业信用信息提示； 

——基础信息；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监管信息； 

——被执行人案件信息。 

5.2.3.3  完整应用型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主要应用于尽职调查、信用等级评定等，也可作为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上市融资、评优评先、申请资金扶持等相关事项的佐证材料。完整应用型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的正文基本内容见附录 C。正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企业信用信息提示； 

——基础信息；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监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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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诉涉裁信息； 

——资质资格与行政许可信息； 

——登记备案信息； 

——变更信息； 

——其他信息； 

——信用承诺信息； 

——声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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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基础应用型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正文基本内容 

A.1 企业信用信息提示 

企业信用信息提示见表A.1。 

表 A.1  企业信用信息提示表 

基础信息记录：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记录： 

A.2 基础信息 

A.2.1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见表A.2。 

表 A.2  基本信息表 

内容 内容说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成立日期  

认缴注册资本总额 （币种）万元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登记状态 吊销/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年报申报情况 暂未申报/当年无需申报/已经申报 

提示 无，或该企业已被纳入经营异常名录，或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涉及被执行案件 

A.2.2 股东信息 

股东信息按照出资比例从大到小排列，股东信息见表A.3。 

表 A.3  股东信息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A.2.3 管理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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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信息按照正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总）经理、董事、监事依次排列，管理人员信息见

表A.4。 

表 A.4  管理人员信息表 

姓名 职务 

  

A.2.4 年报信息 

年报信息按照时间倒序排列，年报信息见表A.5。 

表 A.5  年报信息 

序号 申报情况 申报时间 

   

A.3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A.3.1 海关严重失信主体信息 

海关严重失信主体信息按照时间倒序排列。海关严重失信主体信息见表A.6。 

表 A.6  海关严重失信主体信息表 

序号 企业海关编码 企业名称 海关信用等级 海关信用等级认定时间 

     

A.3.2 重大税收违法信息 

重大税收违法信息见表A.7。 

表 A.7  重大税收违法信息表 

序号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注册地址 违法事实 
相关法律依据及税

务处理处罚情况 

      

A.3.3 最高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最高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见表A.8。 

表 A.8  最高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表 

序号 被执行人 执行案号 案件类型 案由 当前状态 执行法院 发布时间 

        

A.3.4 不履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义务失信信息 

不履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义务失信信息见表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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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不履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义务失信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失信行为简况 信息报送机关 报送时间 

      

A.3.5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信息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信息见表A.10。 

表 A.10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列入名单事由 文书号 列入时间 

      

A.3.6 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对象信息 

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对象信息见表A.11。 

表 A.11  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对象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失信行为简况 信息报送机关 信息管理期 纳入理由 

      

A.3.7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失信信息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失信信息见表A.12。 

表 A.12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失信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失信行为简况 信息报送机关 报送时间 

      

A.3.8 交通运输失信信息 

交通运输失信信息见表A.13。 

表 A.13  交通运输失信信息表 

序号 批次 失信行为简况 营运证号 道路运输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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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合规应用型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正文基本内容 

B.1 企业信用信息提示 

企业信用信息提示见表B.1。 

表 B.1  企业信用信息提示表 

基础信息记录：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记录： 

监管信息记录： 

被执行人案件信息记录： 

B.2 基础信息  

基础信息见表B.2。 

表 B.2  基础信息表 

内容 内容说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名称  

登记状态 吊销/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年报申报情况 暂未申报/当年无需申报/已经申报 

提示 无，或该企业已被纳入经营异常名录，或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涉及被执行案件 

B.3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B.3.1 海关严重失信主体信息 

海关严重失信主体信息按照时间倒序排列。海关严重失信主体信息见表B.3。 

表 B.3  海关严重失信主体信息表 

序号 企业海关编码 企业名称 海关信用等级 海关信用等级认定时间 

     

B.3.2 重大税收违法信息 

重大税收违法信息见表B.4。 

表 B.4  重大税收违法信息表 

序号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注册地址 违法事实 相关法律依据及税务处理处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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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最高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最高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见表B.5。 

表 B.5  最高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表 

序号 被执行人 执行案号 案件类型 案由 当前状态 执行法院 发布时间 

        

B.3.4 不履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义务失信信息 

不履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义务失信信息见表B.6。 

表 B.6  不履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义务失信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失信行为简况 信息报送机关 报送时间 

      

B.3.5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信息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信息见表B.7。 

表 B.7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列入名单事由 文书号 列入时间 

      

B.3.6 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对象信息 

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对象信息见表B.8。 

表 B.8  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对象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失信行为简况 信息报送机关 信息管理期 纳入理由 

      

B.3.7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失信信息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失信信息见表B.9。 

表 B.9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失信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失信行为简况 信息报送机关 报送时间 

      

B.3.8 交通运输失信信息 

交通运输失信信息见表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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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0  交通运输失信信息表 

序号 批次 失信行为简况 营运证号 道路运输证号 

     

B.4 监管信息 

B.4.1 行政处罚信息 

行政处罚信息见表B.11。 

表 B.11  行政处罚信息表 

序号 处罚文号 处罚事由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机关 处罚决定日期 

       

B.4.2 税务违法违章信息 

税务违法违章信息见表B.12。 

表 B.12  税务违法违章信息表 

序号 主要违法违章事实 所属时期起 所属时期止 处罚类型 处罚决定日期 

      

B.5 被执行人案件信息 

被执行人案件信息见表B.13。 

表 B.13  被执行人案件信息表 

序号 执行案号 立案日期 执行依据 执行标的 执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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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完整应用型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正文基本内容 

C.1 企业信用信息提示 

企业信用信息提示见表C.1。 

表 C.1  企业信用信息提示表 

基础信息记录：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记录： 

监管信息记录： 

涉诉涉裁信息记录： 

资质资格与行政许可信息记录： 

登记备案信息记录： 

变更信息记录： 

其他信息记录： 

信用承诺信息记录： 

声明信息记录： 

C.2 基础信息  

C.2.1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见表C.2。 

表 C.2  基本信息表 

内容 内容说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成立日期  

认缴注册资本总额 （币种）万元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登记状态 吊销/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年报申报情况 暂未申报/当年无需申报/已经申报 

提示 无，该企业已被纳入经营异常名录，或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涉及被执行案件 

C.2.2 股东信息 

股东信息按照出资比例从大到小排列，股东信息见表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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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股东信息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C.2.3 管理人员信息 

管理人员信息按照正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总）经理、董事、监事依次排列，管理人员信息见

表C.4。 

表 C.4  管理人员信息表 

姓名 职务 

  

C.2.4 纳税人状态信息 

纳税人状态信息见表C.5。 

表 C.5  纳税人状态信息表 

纳税人识别号 状态 

 正常/非正常 

C.2.5 企业参保信息 

企业参保信息见表C.6。 

表 C.6  企业参保信息表 

投保单位编号  

投保起始年  

投保起始月  

参保状态 正常/缓交/撤销/欠费停缴 

最后缴纳月份  

医疗参保人数 （缴费到账人数） 

失业参保人数 （缴费到账人数） 

养老参保人数 （缴费到账人数） 

工伤参保人数 （缴费到账人数） 

生育参保人数 （缴费到账人数） 

C.2.6 住房公积金缴存状态信息 

住房公积金缴存状态信息见表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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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7  住房公积金缴存状态信息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2.7 年报信息 

年报信息按照时间倒序排列，年报信息见表C.8。 

表 C.8  年报信息表 

序号 申报情况 申报时间 

   

C.2.8 股权锁定限制信息 

股权锁定限制信息见表C.9。 

表 C.9  股权锁定限制信息表 

序号 限制时间 限制原因 限制状态 限制说明 

     

C.2.9 对外投资信息 

对外投资信息见表C.10。 

表 C.10  对外投资信息表 

序号 投资企业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所占比例 

    

C.3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C.3.1 海关严重失信主体信息 

海关严重失信主体信息按照时间倒序排列。海关严重失信主体信息见表C.11。 

表 C.11  海关严重失信主体信息表 

序号 企业海关编码 企业名称 海关信用等级 海关信用等级认定时间 

     

C.3.2 重大税收违法信息 

重大税收违法信息见表C.12。 

表 C.12  重大税收违法信息表 

序号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注册地址 违法事实 相关法律依据及税务处理处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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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 最高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最高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见表C.13。 

表 C.13  最高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表 

序号 被执行人 执行案号 案件类型 案由 当前状态 执行法院 发布时间 

        

C.3.4 不履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义务失信信息 

不履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义务失信信息见表C.14。 

表 C.14  不履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义务失信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失信行为简况 信息报送机关 报送时间 

      

C.3.5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信息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信息见表C.15。 

表 C.15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列入名单事由 文书号 列入时间 

      

C.3.6 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对象信息 

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对象信息见表C.16。 

表 C.16  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对象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失信行为简况 信息报送机关 信息管理期 纳入理由 

      

C.3.7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失信信息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失信信息见表C.17。 

表 C.17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失信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失信行为简况 信息报送机关 报送时间 

      

C.3.8 交通运输失信信息 

交通运输失信信息见表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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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8  交通运输失信信息表 

序号 批次 失信行为简况 营运证号 道路运输证号 

     

C.4 监管信息 

C.4.1 欠薪垫付信息 

欠薪垫付信息见表C.19。 

表 C.19  欠薪垫付信息表 

欠薪总额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 垫付金额（万元） 垫付时间 

    

C.4.2 欠税信息 

欠税信息见表C.20。 

表 C.20  欠税信息表 

欠税时间 征收项目 欠税总额（万元） 信息来源单位 

    

C.4.3 企业社保未到账信息 

企业社保未到账信息见表C.21。 

表 C.21  企业社保未到账信息表 

未到账月数 未到账金额（万元） 

  

C.4.4 住房公积金欠缴信息 

住房公积金欠缴信息见表C.22。 

表 C.22  住房公积金欠缴信息表 

欠缴月数 欠缴金额（万元） 

  

C.4.5 纳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纳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内容。 

示例：于 20XX年 X月 X 日被 XX 机关纳入经营异常名录。 

C.4.6 环境信用评价信息 

环境信用评价信息见表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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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3  环境信用评价信息表 

序号 环境信用评价结果 评价时间 评价单位 

    

C.4.7 行政处罚信息 

C.4.7.1 行政处罚信息 

行政处罚信息见表C.24。 

表 C.24  行政处罚信息表 

序号 处罚文号 处罚事由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机关 处罚决定日期 

       

C.4.7.2 税务违法违章信息 

税务违法违章信息见表C.25。 

表 C.25  税务违法违章信息表 

序号 主要违法违章事实 所属时期起 所属时期止 处罚类型 处罚决定日期 

      

C.5 涉诉涉裁信息 

C.5.1 被执行人案件信息 

被执行人案件信息见表C.26。 

表 C.26  被执行人案件信息表 

序号 执行案号 立案日期 执行依据 执行标的 执行状态 

      

C.5.2 当事人涉诉信息 

当事人涉诉信息见表C.27。 

表 C.27  当事人涉诉信息表 

序号 诉讼地位 立案案由 立案日期 结案案由 结案日期 结案方式 判决情况 

        

C.5.3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基本信息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基本信息见表C.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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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8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基本信息表 

序号 结案方式名称 立案结果名称 主诉类型名称 案号 立案时间 结案时间 

       

C.6 资质资格与行政许可信息 

C.6.1 资质资格信息 

C.6.1.1 建筑企业资质证书信息 

建筑企业资质证书信息见表C.29。 

表 C.29  建筑企业资质证书信息表 

序号 发证时间 有效期 资质等级 资质证书号 发证机关 

      

C.6.1.2 勘察、设计企业资质证书信息 

勘察、设计企业资质证书信息见表C.30。 

表 C.30  勘察、设计企业资质证书信息表 

序号 发证时间 有效期 资质等级 资质证书号 发证机关 

      

C.6.1.3 燃气经营许可证信息 

燃气经营许可证信息见表C.31。 

表 C.31  燃气经营许可证信息表 

序号 证书编号 核发日期 核发机构 

    

C.6.1.4 旅游景点等级信息 

旅游景点等级信息见表C.32。 

表 C.32  旅游景点等级信息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景点名称 景点地址 等级 

     

C.6.1.5 星级酒店信息 

星级酒店信息见表C.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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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3  星级酒店信息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星级 地址 备注 

     

C.6.1.6 小额贷款公司认定信息 

小额贷款公司认定信息见表C.34。 

表 C.34  小额贷款公司认定信息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认定时间 批准文号 备注 

     

C.6.2 行政许可信息 

行政许可信息见表C.35。 

表 C.35  行政许可信息表 

序号 许可证书名称 许可文号 许可决定日期 有效期自 有效期至 许可机关 许可内容 

        

C.7 登记备案信息 

C.7.1 上市公司信息 

上市公司信息见表C.36。 

表 C.36  上市公司信息表 

上市时间 证券代码 上市地点 

   

C.7.2 社会投资项目核准信息 

社会投资项目核准信息见表C.37。 

表 C.37  社会投资项目核准信息表 

序号 项目核准时间 有效期限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地址 

     

C.7.3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资料信息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资料信息见表C.38。 

表 C.38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资料信息表 

序号 进出口企业代码 最新备案日期 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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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4 旅行社信息 

旅行社信息见表C.39。 

表 C.39  旅行社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年检情况 发证时间 有效期 

      

C.7.5 文化骨干企业信息 

文化骨干企业信息见表C.40。 

表 C.40  文化骨干企业信息表 

序号 批准文号 评定日期 

   

C.7.6 供水企业登记信息 

供水企业登记信息见表C.41。 

表 C.41  供水企业登记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营业期限 供水服务区域 

    

C.7.7 创业投资企业备案信息 

创业投资企业备案信息见表C.42。 

表 C.42  创业投资企业备案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备案时间 

   

C.8 变更信息 

变更信息见表C.43。 

表 C.43  变更信息表 

序号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变更时间 

     

C.9 其他信息 

C.9.1 表彰、获奖信息 

表彰、获奖信息见表C.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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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4  表彰、获奖信息表 

表彰、获奖事项名称 时间 授予单位 

   

C.9.2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信息表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信息见表C.45。 

表 C.45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信息表 

序号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发证单位 有效期 

     

C.9.3 海关AEO认证信息 

海关AEO认证信息见表C.46。 

表 C.46  海关 AEO认证信息表 

认定时间 认定等级 认定单位 

   

C.9.4 专利资助信息 

专利资助信息见表C.47。 

表 C.47  专利资助信息表 

序号 专利名称 申请资助金额（万元） 实际资助金额（万元） 日期 

     

C.9.5 深圳标准认证产品信息 

深圳标准认证产品信息见表C.48。 

表 C.48  深圳标准认证产品信息表 

序号 发证日期 证书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C.9.6 深圳市建筑工务合同履约评价信息 

深圳市建筑工务合同履约评价信息见表C.49。 

表 C.49  深圳市建筑工务合同履约评价信息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名称 合同类型 评价等级 评价时间 

      

C.9.7 市政府采购履约评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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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采购履约评价信息见表C.50。 

表 C.50  市政府采购履约评价信息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名称 合同类型 评价等级 评价时间 

      

C.9.8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信息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信息见表C.51。 

表 C.51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信息表 

序号 抽查产品名称 抽查产品规格型号 不合格项目 抽查时间 

     

C.10 信用承诺信息 

信用承诺信息见表C.52。 

表 C.52  信用承诺信息表 

序号 承诺事由 承诺内容 承诺日期 是否履行 

     

C.11 声明信息 

C.11.1 信用修复记录信息 

修复内容主要包括文书号、处罚内容等。信用修复记录信息见表C.53。 

表 C.53  信用修复记录信息表 

序号 修复内容 修复单位 修复时间 

    

C.11.2 信息异议标注情况 

标注内容主要包括异议信息类别、信息概要等。信息异议标注情况见表C.54。 

表 C.54  信息异议标注情况表 

序号 标注内容 标注单位 标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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