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府亦 〔2016〕 177号

三亜市人民政府亦公室
美千貫御落実海南省企立失倍行力咲合

怨戒哲行亦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育オ生恣区管委会,市政府宣属各単位 :

力仝面貫御落実《海南省人民政府美子印友海南省企並失信

行力咲合冬戒哲行亦法的ミ知》(球府 〔2014〕 58号 )(以 下筒

称 《週知》)精神,カロ快推逃仝市社会信用体系建没,建立企立

守信激励和失信焦戒机制,カロ大対失信行力冬戒力度,打造滅

信三工、文明三工,現格有美要求通知女口下。

一、根据 《遭知》規定,我市各象行政机美、司法机美以及

盗法律法規授枚具有管理公共事券取能的其他姐須(以 下銃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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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部11和須須 )要杵在我市八事変菅活功的企立納入滅信管理

疱曰。

二、市有美部11和姐奴泣接各自的管理取責tll定具体実施制

度和K残机tll,泥永本地区、本部 11、 本行並管理企立的信用状

況,対企立失信行力逃行決定和冬戒,対守信行力分予激励。要

重点カロ張合同履釣、声品反量、食品方品安全、不境保ナ、安全

生声、医庁工生、工程建没、芳功保障、税券、金融、姿反姿格

坪定和常核、銃汁調査、介格欺作、虚仮片告、生成法律文ギ履

行、/11事 炎罰、行政炎罰、行政人分及民事賠僕等飯域的企立失

信行力的冬戒,tll定わ完善“乞黒名単"十1度 ,明挽失信、守信行

力具体林准,制定終戒激励措施。

三、市有美部11和俎鉄要依托三工双公示工作系銃,格“乞

黒名単"及企立失信行力及叶、准後、完整地推送至1市 市象11声

図堵逃行公升。

四、市有美部11和俎須在政府釆胸、項目招投林、姿格常査、

坪鉄坪仇、安祥和抜付有美財政ネト貼資金等工作中,泣在信用海

南図堵 (国 址:httpttyhn.hJnan.gov.cn/)査 洵相美企立的信用

信息泥永井作力重要依据。

五、市社会信用体系建浚咲席会洪負責姐鉄《海南省企立失

信行力瑛合冬戒哲行亦法》的実施,対仝市企止信用咲合冬戒エ

作逃行指早和監督。市金融亦 (咲系人:符小鋭,咲系屯活 :

88657332)負 責銃等仝市企並失信行力咲合冬戒的協調和日常事

券,咲合市政府督査室等相美部11定期督査、考坪有美部11和姐

鉄仇行 《通知》的情況。市科技工並信息化局久責建立与省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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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海南"図 堵的咲系,完善三工双公示工作系

銃,増カロ相泣模決,格市有美部11和俎鉄リヨ集、整合的企止信用

信息推送rll省 企止信用信息平台和“信用海南"図 堵友布。

六、相美制度和K残机tll泣 子 2016年 7月 15日 前完成,“生

黒名単"tll度泣千 7月 30日 前完成。己完成的制度泣及叶送市金

融亦各案。

附件:海南省人民政府美子印友海南省企立失信行カ

咲合冬戒哲行亦法的適知

(此件主功公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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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海南省人民政府美子印友海南省
企立失信行力咲合懲戒暫職ヽ 法的通知

球府 〔2014〕 58号

各市、芸、自治芸人民政府,省政府立属各単位 :

《海南省企立失信行力咲合冬戒哲行亦法》己変六届省IFX府

第 28次常券会袂常洪適辻,現 印友分休↑],清大真貫御執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14年 10ノ弓 27 曰

(比件主功公升 )

-4-



な南省企立失信行力朕合懲戒哲行亦法

第一章 忠 只J

第一条 力逃一歩推逃仝省社会信用体系建没,カロ大対失信

行力冬戒力度,打造“滅信海南",根据 《社会信用体系建浚規支|

銅要 (2014-2020年 )》 、 《国券院亦公層美子社会信用体系

建没的若千意見》、《中学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升条例》、《征

信並管理条例》、 《企止信息公示暫行条例》、 《国家友晨改革

委人民銀行 中央瑞亦美子在行政管理事項中使用信用通永和信

用扱告的若千意見》、《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美子カロ張信用建没

的決定》和《海南省征信和信用坪借管理暫行規定》的有美規定 ,

結合本省実昧,tll定本亦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IEX区域内双事日常埜菅活功的企立 (包

括♯本省注冊企立),必須遵循減実、守信的原只1,対其失信行

力的咲合冬戒造用本亦法。法律、法規、規章男有規定的,炊其

規定。

第二条 本亦法所称失信行力是指由各須行政机美、司法机

美以及盗法律法規授枚具有管理公共事券取能的其他姐鉄(以下

銃称有美部11和俎須 )依法決定,対企止信用状況杓成負面影詢

的不守信用行力 (法律、法規規定可以免責的行力除外)。

第四条 企立失信行力咲合冬戒泣当堅持信用信息共享、部

11咲功実施、依法公正仇行、責任主体明碗的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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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企立失信泥永以合同履釣、声品反量、食品菊品安

全、不境保ナ、安全生声、医痛工生、工程建浚、芳功保障、幼

税、金融、資庚姿格坪定和申核、坑十調査、介格欺作、虚侵片

告、生残法律文ギ履行、升1事炎調、行政炎蜀、行政炎分及民事

席催等力重点。

第六条 省象信用主管部11負 責俎須実施本亦法,対失信行

力的決定和冬戒工作逃行指早、lll瀾 和監督。

其他有美部11和俎鉄接照各自取責和枚限,具体抗行本亦

法,対企並失信行力的程度逃行決定井実施冬戒。

第七条 実施失信行力咲合冬戒依据的信用泥永泣依法釆集,

井泣以省須信用主管部11管 理的省企止信用信息共享平合的信

用泥永力准。

第八条 失信行力咲合冬戒分力核査信用泥永、決定失信程

度和実施失信冬戒二企歩環。

第九条 有美部11和俎鉄在日常監管、行政4可、政府釆殉、

招林投林、姿反常核、坪須汗仇、定期栓詮、資金扶持、IEX府投

資等工作中,泣 当依法核実、査洵、使用省企止信用信息共享平

合中的企並信用信息,井杵其作力実施行政管理的参考依据。

第十条 提侶和鼓励社会俎鉄和企人在升晨信用交易或者其

他活功辻程中,査洵和使用企立失信信息,降低信用ヌ隆。

第二章 失信行カ

第十一条 企立失信行力分力商券飯域失信行力、政券飯域

失信行力和司法頷域失信行力。

第十二条 商券頷域失信行力足指企立在生声、4菅 、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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せ程中声生的失信行力。主要包括 :

(一 )以欺作、跡迫、恐意串週等手段汀立、履行合同的;

(二 )悪意逍釣地逹履行法定又券或者合同又券的;

(三 )lll造、硝告仮冒佛劣声品的;

(四 )友布虚仮、今大等逍法声告的;

(五 )招投林辻程中弄虚作仮、逍規操作的;

(六 )♯法逍規占用土地的;

(七 )故意侵犯知沢声枚的;

(八 )友生反量事故的;

(九 )友生安全事故的;

(十 )逍法用工或者施欠芳功者工姿的;

(十一)未依法申扱和敷幼社会保隆費的;

(十 二)未履行不境保ゲ法定或釣定又券的;

(十 三)弄虚作仮瑞取貸款、♯法集姿、逍規担保的;

(十 四)商立受賄行力,4菅者力硝告或乃采商品而釆用財

券或其他手段賄賂対方単位或者企人的;

(十五)故意低介或者元僕紫■、特移財声,光逹履行債券

的。

第十三条 政券飯域失信行力是指企立作力行政管理相対人

的失信行力。主要包括:

(一 )法定行政4可、行政常批項目未44可、批准,檀 自

実施的;

(二 )未通辻行政机美或具有行政管理駅能的俎須依法邊行

的寺項或者定期栓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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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至1調 款、没牧ミ法所得、没牧♯法財物,貴今美同

或停声停立等行政炎蜀的;

(四 )瑞取財政ネト貼資金的;

(五 )倫、逃、抗、瑞税以及虚升増値税寺用友票的;

(六 )故意提供、公布不真実生声姪菅銃十数字的;

(七 )以虚仮申報材料等方法瑞取行政4可、行政常批項目

的;

(八 )在規定期限内,未 向行政机美扱送年度扱告的;

(九 )行 IEX机美、具有行IEX管 理取能的俎鉄依法実施監督栓

査叶,拒免提供有美材料或者提供的材料不真実、不完整以及着

移、隠匿相美江据的。

第十四条 司法飯域的失信行力是指企並在仲裁、訴漆、仇

行等司法活功中的失信行力。主要包括:

(一 )企立出子♯法的功机和目的,悪意串理,合渫編制虚

仮事実和江据等方式提清仲裁、公IIE或 向法院提起訴公,1卜 法侵

占或板害国家、集体、公民財声或枚益的;

(二 )以併造江据、暴力、威跡等方法坊碍、抗拒仇行的;

(三 )虚仮訴か、虚仮仲裁、規逹仇行等行力,以及其他拒

不履行生致法律文ギ碗定又券的;

(四 )逹反財声報告制度的;

(五 )逍反限tll高 消費今的;

(六 )被執行人元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抗行和解祢洪的。

第二章 失信程度和懲戒措施

第十五条 企立失信行力接照芦重程度よ低至1高支1分カー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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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行力、較重失信行力和芦重失信行力二企等象。

第十六条 企立出現以下行力え一可決定カー般失信行力:

(一 )被行政机美適扱井貴今限期整攻的;

(二 )施欠芳功者工姿或者社会保隆費等 2企月以内的;

(三 )変法院或者仲裁机杓決定施欠貸款等合同款以及公用

事立敷費 6今月以内的;

(四 )司 法机美或者行政机美在張十1机行叶,未接要求履行

生残法律文ギ挽定的文券的;

(五 )変法院非1決決定行賄犯罪lll市軽微,不 需要非1炎 Ill男 ,

依照刑法免予刑事炎蜀的;

(六 )行賄犯罪情市軽微,栓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的;

(七 )本方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所rll其他情形 ,

情市軽微的;

(八 )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共他一般失信行力。

第十七条 一般失信行力焦戒措施包括:

(一 )信用提醒。有美部11和俎鉄格一般失信行カギ面ミ知

企立,提醒其多1正和規疱相美行力。

(二 )減信釣淡。有美部11和 _Zl鉄 可以対声生一般失信行カ

的企立主要負責人、分管負責人或者立接責任人逃行豹淡,宣借

相美法律法規和政策,敦促其在姿済社会活功中芦/1a自 律、減信

守法、履行社会責任。

第十八条 有美部11和俎鉄泣当対信用提醒和城信釣淡情汎

逃行登泥,洋如泥裁提醒和釣淡的対象、叶同、方式和内容。

第十九条 企立在被信用提醒后,元故不多1正相美失信行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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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元故不参加釣淡、釣淡事項不落実,4督促后併不履行的,

山一般失信行力上升力較重失信行力。

第二十条 企立出現以下行力え一可決定力較重失信行力 :

(一 )未通辻各炎寺項或者定期栓詮的;

(二 )不境信用坪介等象力黄牌的;

(三 )逹法用工,被芳功保障行政部 11責今整茨而拒不改正

的;

(四 )ilt反姿反、姿格管理規定八事生声、各菅或者服券活

功的;

(五 )施欠芳功者工姿或者社会保隆費等 2今月以上 6今月

以下的;

(六 )変法院或者仲裁机杓決定抱欠貸款等合同款以及公用

事立敷費 6今月以上 12今月以下的;

(七 )変法院井1決決定杓成行賄犯罪的;

(ノ )`由究栓監察机美以賄賂立案調査,井依法作出相美炎

理的;

(九 )1年 内友生 2次 以上同炎一般失信行力或者 1年内友

生一般失信行力 3次 以上的;

(十 )本亦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所夕1其他情形 ,

情市較重的;

(十一)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其他較重失信行力。

第二十一条 対較重失信行力的冬戒,除釆取本亦法規定的

対一般失信行力的悠戒措施外,4可依法釆取以下措施 :

(一 )逃行限定疱目的公示或者ギ面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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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力日常監督栓査或者抽査的重点,井提高監督栓査

的叛次;

(三 )取消政策仇意;

(四 )八芦核准或申批企立新増項目;

(五 )在政府投資建浚項目招投林、釆殉招投林、公共資源

交易等管理工作中,釆用鰊合坪林法的,泣 当没畳信用分,有較

重失信行力的企立最高只能得核項満分的一半;

(六 )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其他冬戒方式。

第二十二条 格有較重失信行力的企並列入省企止信用信息

共享平合 “黄名単",有残期 3年。

第二十三条 企並出現以下行力え一可決定力芦重失信行

力:

(一 )被列入省、市芸典型失信条件名単,井被行政机美或

新同媒体公升曝光的;

(二 )施欠税款、芳功者工姿或者社会保隆費等 6今月以上

的;

(三 )逍法用工造成芦重后果,被追究刑事責任的;

(四 )♯法走規占用上地的;

(五 )故意侵犯知沢声枚的;

(六 )招投林辻程中弄虚作仮、逍規操作的;

(七 )瑞取財政ネト貼資金的;

(八 )悪意欠税、地税、瑞税的;

(九 )不境信用坪介等象力乞牌的;

(十 )弄虚作仮瑞取姿反、姿格或者其他有美IIEギ 、IIE明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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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

(十 一 )変法院或者仲裁机杓決定施欠貸款等合同款以及公

用事立敷費 12企月以上的;

(十二)法定代表人有履行能力,仁拒不履行法定文券的;

(十 三)以佛造IIE据 、暴力、威跡等方法妨碍、抗拒仇行的;

(十 四)以虚候訴松、虚仮仲裁或者隠匿、特移財声等方法

規逹仇行的;

(十五 )逹反財声扱告制度的;

(十六 )逍反限制高消費今的;

(十七 )被仇行人元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仇行和解協決的;

(十八 )其他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生残法律文ギ碗定叉

券的;

(十九 )1年 内友生 2次 以上同炎校重失信行力或者 1年 内

友生較重失信行力 3次以上的;

(二十 )本亦法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所夕1其他情形 ,

情市戸重的;

(二十一)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其他汗重失信行力。

第二十四条 対声重失信行力的冬戒,除釆取本亦法規定的

対較重失信行力的懲戒措施外,遅可依法釆取以下措施 :

(一 )向 社会公升失信信息;

(二 )撤硝相美束誉称号,限 tll参考坪先、坪仇;

(三 )在政府采賄、政府主早的招投林活功、上市融資、友

行債券、享受仇恵政策或者財政資金ネト貼、新増項日常批核准、

用地中批、ゲ立枚申批、浚立金融炎立外的机杓、担任公司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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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等方面,接照相美規定釆取冬戒措施。

(四 )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其他冬戒方式。

第二十五条 格有芦重失信行力的企並列入省企立信用信息

共享千台 “黒名単",井依法向社会公升。 “黒名単"有致期カ

5年。

第四章 信用修隻和昇波処理

第二十六条 有美部11和俎夕在実施失信冬戒的同時,庄 当

督促企立建立完善信用管理制度,週ミ教育培)|、 カロ張指早等手

段,稲 助企立重塑信用泥永。

第二十七条 企立可以至1省 須信用主管部11或其他有美部11

和俎鉄査洵其信用泥永,省象信用主管部11或其他有美部11和 _211

須泣当提供相庄服券。

相美オ1害美系人需要査洵企立失信信息的,泣 当依法執行。

第二十八条 企立♯因主現故意友生失信行力的,可 以接照

一定条件和程序実施信用修隻。

信用修隻由企立向依法炎理其失信行力的有美部11和俎奴

提出信用修隻申清,有美部11和姐鉄核査后,大力其己姿完成整

改,符合管理要求的,可 以決定允井信用修隻,井格信用修隻信

息幼入本単位信息系統,同 時提供分省企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企止信用修隻劣果生赦后,有美部11或俎鉄対核企立釆取的失信

焦戒措施泣予以城経或解除。

第二十九条 企立対自身失信行力決定有昇洪的,可 以向省

象信用主管部11或 者決定其失信行力的有美部11或 俎鉄提交昇

洪申清,井提供有美佐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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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象信用主管部 |コ 或者決定其失信行力的単位,泣 当自牧到

昇決申清え日起 15今工作曰内,向提出昇決申清的企立作出ギ

面答夏。

昇決炎理期同,不影詢失信行力泥永的公示有炎理。

第二十条 省象信用主管部11泣 当制定企立“黒名単"和 “黄

名単"管理亦法,明碗 “黒名単"和 “黄名単"的 常査、解除条

件わ程序,井根据企止信用情況対黒絡単、黄名単及叶逃行調整。

第五章 守信激励

第二十一条 良好信用通永足指有美部11和俎鉄依法決定 ,

対芽1断企止信用状汎起正面作用的通永。主要包括:

(一 )納税信用坪介力 A象的納税人泥永;

(二)荻得緑色企立称号的泥永;

(三)被夕1入 出入境栓詮栓疫信用管理 AA象企立的泥永;

(四 )被夕1入 中国皮量火、省 (市)政府皮量火、省銘牌声品企

立、省出口名牌企立的泥永;

(五)被 rll入 中準老字号、地名商林、海南省著名商林的泥永;

(六 )被夕1入 中国反量城信企立的泥泉;

(七)被坪力倫格、十量信得辻単位的泥永;

(八)被坪力 AAA象 “守合同重信用"単位的泥永;

(九)被夕1入安全生声減信示疱企立的泥永;

(十 )被列入 “滅信守法企立"奄1建工作先逃単位的泥乗;

(十 一)被夕1入海美企立炎月lA象、AA象的泥永;

(十 二)被夕1入模疱芳功美系和諧企立的泥永;

(十 三)被国家、省象行立主管部11授予行並尤共企立称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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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永;

(十 四)其他依法決定的栄誉泥永。

上述東誉泥永期限力栄誉事項的有数期。

第二十二条 有美部日和俎鉄在法律法規規定疱国内,可 以

対欄有良好信用泥永,ユ元失信泥永的企立釆取以下守信激励措

施:

(一 )接照国家和我省有美規定,授予相美茉誉称号;

(二 )在政府釆殉、項目招投林、姿格申査、坪須坪仇、安

羽卜和抜付有美財政ネト貼資金等工作中,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仇先 ;

(三 )友展改革、旅涛、水並、工立和信息化、財政、金融、

不境保ク、住房城多建没、交逍込愉、商券、税券、工商、皮栓、

合品菱品監管、安全監管、物介、知沢声枚、海美等部11,泣在

法律法規規定的疱国内,依据各自取能,出 合相泣的激励措施 ;

(四 )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其他激励措施。

第六章 管理和保障

第二十三条 省象信用主管部11負 責建没、近象省企止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和 “信用海南"回 堵,リヨ集、整合企止信用信息,

与有美部11和俎鉄共享,井依法在 “信用海南"囲 向社会友布 ,

力実施失信行力咲合冬戒提供信息服券。

第二十四条 有美部11和俎奴泣カロ張信息系統建浚,整合行

立内、系銃内的信用信息,依法格企並失信信息及叶、准碗、完

整地永入信息管理系銃,井依照本亦法決定其失信程度。

第二十五条 有美部11和俎須泣根据本亦法的規定和省象信

用主管部11的相美要求,依法及叶向省企止信用信息共享平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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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企止信用信息,井対所提供信息的真実性久責。

第二十六条 有美部日和姐鉄泣建立失信冬戒咲功工作机

制,カロ張信用tll度建没和人員培ツ|。

第二十七条 有美部11和幻奴泣当建立健仝責任ilEtttll度 。

走反本亦法規定,有下列行力え一,井造成国家板失、侵害企立

合法枚益等片重后呆的,要依法ilE究相美単位負責人和立接責任

人的責任;杓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 )不接規定提供或提供借浜信用泥永的;

(二 )対企立失信行力決定借浜的;

(三 )不接規定公布企並信用泥永的;

(四 )不接本亦法規定対有失信行力的企立実施焦戒的。

第二十八条 有美部11和姐須泣当建立企立失信行力投訴挙

扱tll度 ,接受投訴挙扱,井負責投訴挙扱的受理、調査和反伏。

対埜核共元浜的失信行力,泣永入信息系銃。

第二十九条 有美部11和俎鉄依法提清其他部11和俎須実施

咲功監管措施的,有美部11和俎鉄庄当予以配合。

第四十条 省象信用主管部11泣 当定期督査、考坪有美部11

和俎鉄机行本方法的情況,カロ張指早和監督,及叶恙結、推声好

的微法和4お。

第四十一条 省象信用主管部11及其工作人員不得逍反法

律、法規及本亦法的規定,実 茨、板毀、泄露或ヨト法使用企止信

用信息;不得均自然人、法人、其セ俎鉄悪意串週,提供虚仮信

用技告。造成芦重后呆的,要依法追究単位負責人和立接責任人

的責任。杓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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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各市去、各部 |コ 泣当結合実昧,依据本亦法的

有美規定,研究tll定本地区、本部11企立失信冬戒実施如只1。

鼓励行立中介俎鉄根据行立特点,十1定本行立的失信冬戒実

施_ZEI只1,秋扱友拝行立自律俎鉄的自主性和能功性。

第四十三条 各行立主管部11可根据本行立特点,依法自行

升展企止信用等象坪定工作。

第七章 附 興J

第四十四条 本方法所称 “以内"、 “以下"均包合本数 ,

“以上"不包合本数。

第四十五条 企並失信行力冬戒的叶致力 5年 ,自 失信行カ

決定或者事件冬止え日起十算。

第四十六条 本亦法自友布え曰起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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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か、市人大か、市政跡が、市中象人民法院、市城郊人民法院、

中央、省駐市単位。

三工市人民IEX府 か公室

- 18 -

2016+6AAAtp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