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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企业信用评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电子信息企业信用评价的内容、信用等级与表示方法、信用评价报

告的撰写要求以及信用评价数据、信息的建档及保密规定等。 

本标准适用于在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电子制造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的信用评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时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117-2018信用 基本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22117-201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评价主体 Subject of Evaluation  

是指合法注册并符合行业监管条件的第三方征信机构。 

3.2 

评价对象 

在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电子信息企业。 

注：包括中国电子商会会员企业。 

4  信用评价体系 

4.1 信用评价内容 

本标准规定的企业信用评价涵义系指对其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诚实守信经营以及履行相

关经济和社会责任能力的评价，评价的内容包括： 

4.1.1 评价基本指标 

4.1.1.1 企业基本信息 

4.1.1.1.1 存续时间——企业存续时间可以从直观的角度反映企业的信用状况和经营情况，

一般情况下企业存续时间越长企业经营越稳定。 

4.1.1.1.2 认缴资本到位情况——认缴资本到位情况是企业诚实守信的重要标志，也是企业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 

4.1.1.2 公共信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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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1 欠税记录——企业近三年是否存在欠税情况。 

4.1.1.2.2 社保缴纳情况——通过受评企业员工的社保参保比例,评价企业的员工保障水

平 ，反映企业社保缴纳、社会责任承担情况。 

4.1.1.2.3 行政处罚记录——近三年企业受到政府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单项处罚罚

款金额达到三万元及以上） 

4.1.1.2.4 进入被执行人名单——企业法人或高管是否被列为被执行人 

4.1.1.2.5 经营异常名录痕迹信息——近三年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记录。 

4.1.1.2.6 奖励信息——近三年企业受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奖励表彰的信息。 

4.1.2 评价拓展指标 

4.1.2.1 企业规模 

4.1.2.1.1 员工总数——考察受评企业从业人员数量。 

4.1.2.1.2 销售额——考察企业最近一年销售规模。 

4.1.2.1.3 资产总额——考察企业最近一年末总资产规模。 

4.1.2.2 经营管理情况 

4.1.2.2.1 股东实力——通过考察受评企业的最大法人股东注册资本规模，评估股东对受评

主体可能的支持能力。（融资支持或提供担保） 

4.1.2.2.2 管理认证——考察企业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管

理体系认证等认证的情况。 

4.1.2.2.3 商标注册——考察企业是否有注册商标。 

4.1.2.2.4 产品/服务认证——通过考察企业主要产品或服务是否通过认证，判断企业产品

或服务达到相应的标准。 

4.1.2.2.5 创新能力——考察企业累计获得科研成果、专利技术、著作权等情况。 

4.1.2.2.6 交易信用——对最近一年末应付账款的平均账龄进行分析，用于评估企业交易信

用状况。 

4.1.2.3 社会责任 

4.1.2.3.1 年报信息——对应付账款的账龄进行分析，有利于评估企业交易信用状况。 

4.1.2.3.2 社会公益——近三年企业参与、组织社会公益活动、捐助等记录。 

4.1.2.4 企业财务实力  

4.1.2.4.1 盈利能力——通过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评估企业的获利能力和投

入产出状况。  

4.1.2.4.2 资产质量——通过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等指标评估企业对资本的利用

效率。 

4.1.2.4.3 债务风险——通过资产负债率、带息负债比率、已获利息倍数、速动比率等指标

评估企业资产的管理质量和利用效率。 

4.1.3 否决指标——具有否决指标情况的企业不能参加信用认证。 

4.1.3.1 当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4.1.3.2 当前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4.1.3.3 当前企业法人或高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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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 近三年内发生重大产品质量安全或生产安全问题。 

4.1.3.5 双随机抽查检查结果为不正常。 

4.1.3.6 企业负面信息被新闻媒体曝光尚未核实澄清。 

4.2 指标项 

指标项名称、权重及说明见附录A。 

5  信用等级、符号及表达涵义 

 

6  企业信用评价报告的撰写  

6.1  基本要求 

信用评价报告应当采用易懂、简练、平实的语言，不能有误导性语句，评价结论的标识

和符号应有明确解释。 

信用评价报告应加盖评价主体公章。 

6.2  报告内容 

6.2.1  报告的结构 

信用评价报告内容包括封面、信用评价结果通知书、声明、概述、正文、评价结论及附

件等。 

6.2.2  封面 

 报告封面应包括以下内容： 

——报告名称； 

——评价对象名称； 

——评价主体名称； 

——出具报告时间； 

 信用等级 表达符号 考察项目 评分 信用等级具体描述 

1 信用达标企业  
基础指标 

 
60 

表示受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诚信状况达

到基本要求。 

2 信用较好企业 ★★★ 

基础指标 

+ 

拓展指标 

75 

表示受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诚信状况较

好，能够为其履行相关经济和社会责任

提供相应保障。 

3 信用良好企业 ★★★★ 

基础指标 

+ 

拓展指标 

85 

表示受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诚信状况良

好，经营管理水平较高，在正常条件下，

受评企业能够为其履行相关经济和社会

责任提供良好保障。 

4 信用优良企业 ★★★★★ 

基础指标 

+ 

拓展指标 

95 

表示受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诚信状况优

良，经营管理水平高，在正常条件下，

受评企业能够为其履行相关经济和社会

责任提供充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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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6.2.3  信用评价结果通知书 

信用评价结果通知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报告编号； 

——通知书内容； 

——评价对象名称； 

——评价主体名称； 

——出具报告时间。 

6.2.4  声明 

报告声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表明报告内容公正、合规的说明性文字； 

——对跟踪评价的说明； 

——其他。 

6.2.5  概述 

报告概述应包括以下内容： 

——报告编号； 

——重要结论； 

——主要财务指标； 

——对未来或有风险的特别关注； 

——评价主体名称； 

——报告出具时间； 

——其他。 

6.2.6  正文 

报告正文应包括以下内容： 

——企业概况（企业注册信息、高管信息、人员构成、资本到位情况等）； 

——经营管理信息（管理水平、商标注册、产品认证、创新能力、交易信用等）； 

——财务概况（主要财务数据、重要财务指标对比）； 

——公共信用记录（行政处罚记录、经营异常记录、税务记录、奖励信息、社保缴纳情

况等）； 

——其他。 

6.2.7  评价结论 

报告评价结论应包括以下内容： 

——信用评价等级结果； 

——对该等级涵义的明确解释。 

6.2.8  附件 

报告附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信用等级符号及其释义； 

——报告所引用的财务指标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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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附加的资料。 

7  信用评价数据、信息的建档及保密 

评价主体应建立档案及其管理制度，对用于信用评价的数据和信息，包括复印件等资料

应进行分类、建档保存。 

评价主体应严格保守其所获取的保密信息，应对相关保密信息单独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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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分配及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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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评价基本指标评分表 

评价基本指标由企业基本信息和公共信用记录构成，权重为 70%。 

评价基本指标评分表（7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

称 
权重 

评价基本

指标 
70% 

企业基本

信息 

 

10% 

 

存续时

间 
30% 

企业存续时间可以从直观的角度反映企业

的信用状况和经营情况，一般情况下企业

存续时间越长企业经营越稳定。 

经营年限（年） 得分 

≥3 100 

[2，3) 75 

[1，2) 50 

〈1 25 

认缴资

本到位

情况 

70% 

认缴资本到位情况是企业诚实守信的重要

标志，也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 

实缴比例(%) 得分 

100 100 

[75,100) 75 

[50,75) 50 

〈50 0 

公共信用

记录 

 

90% 

 

欠税记

录 
20% 企业近三年是否存在欠税情况。  

近三年欠税记录 得分 

0 100 

1条以上 0 

社保缴

纳情况 

 

15% 

通过受评企业员工的社保参保比例,评价

企业的员工保障水平 ，反映企业社保缴

纳、社会责任承担情况。 

员工参保比例（%） 得分 

100 100 

[75,100) 75 

[50,7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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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0 

行政处

罚记录 
20% 

近三年企业受到政府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的

情况（单项处罚罚款金额达到三万元及以

上） 

近三年处罚记录（条） 得分 

0 100 

[1,2] 50 

[3,5] 30 

>5 0 

进入被

执行人

名单 

20% 企业法人或高管是否被列为被执行人 

被执行人 得分 

否 100 

是 0 

经营异

常名录

痕迹信

息 

20% 近三年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记录 

经营异常记录（条） 得分 

0 100 

[1,2] 50 

≥3 0 

奖励信

息 
5% 

近三年企业受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奖励表

彰的信息 

奖励信息数量（条） 得分 

>5 100 

[3，5] 75 

2 50 

1 2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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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价拓展指标评分表 

评价拓展指标由企业规模、财务实力、经营管理情况、社会责任四个部分构成，权重为 30%。 

评价拓展指标评分表（3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

称 
权重  

评价拓展

指标 
30% 

企业规模 10% 

员工总

数 
30% 考察受评企业从业人员数量。 

从业人员数（人） 得分  

≥2000 100  

[300,2000) 75  

＜300 50  

销售额 30% 考察企业最近一年销售规模。 

销售额（万元） 得分  

≥30000 100  

[3000,30000) 75  

＜3000 50  

资产总

额 
40% 考察企业最近一年末总资产规模。 

资产总额（万元） 得分  

≥40000 100  

[4000,40000) 75  

＜4000 50  

经营管理

情况 
50% 

股东实

力 
15% 

通过考察受评企业的最大法人股东注

册资本规模，评估股东对受评主体可

能的支持能力（融资支持或提供担

保）。 

最大法人股东注册资本（万

元） 
得分  

500万（含）以上 100  

200（含）- 500万 80  

50（含）- 200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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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以下 40  

仅有自然人股东 20  

管理认

证 
15% 

考察企业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管理体系

认证等认证的情况。 

通过认证数量 得分  

≥3 100  

2 70  

1 40  

0 0  

商标注

册 
15% 考察企业是否有注册商标。 

是否有注册商标 得分  

是 100  

否 0  

产品/服

务认证 
20% 

通过考察企业主要产品或服务是否通

过认证，判断企业产品或服务达到相

应的标准。 

是否通过产品/服务认证 得分  

是 100  

否 0  

创新能

力 
20% 

考察企业累计获得科研成果、专利技

术、著作权等情况。 

累计取得数量（个） 得分  

≥15 100  

[10，15) 75  

[5，10) 50  

[1，5) 25  

0 0  

交易信

用 
15% 

对最近一年末应付账款的平均账龄进

行分析，用于评估企业交易信用状况。 

应付账款平均账龄（年） 得分  

≤1 100  

(1,2] 75  

(2,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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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5  

>5 0  

社会责任 10% 

年报信

息 
50% 

对应付账款的账龄进行分析，有利于

评估企业交易信用状况。 

应付账款账龄（年） 得分  

≤1 100  

(1,2] 75  

(2,3] 50  

(3,5] 25  

>5 0  

社会公

益 
50% 

近三年企业参与、组织社会公益活动、

捐助等记录。 

社会公益记录 得分  

次数>3或捐助总金额>20万

元 
100  

0<次数≤3且 0<捐助总金额

≤20万元 
50  

无 0  

企业财务

实力 
30% 

盈利能

力 
30% 

通过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等

指标评估企业的获利能力和投入产出

状况。 

企业指标值 得分  

大于等于所属行业绩效标准

值中的优秀值 
100  

大于等于所属行业绩效标准

值中的良好值，小于优秀值 
80  

大于等于所属行业绩效标准

值中的平均值，小于良好值 
60  

大于等于所属行业绩效标准

值中的较低值，小于平均值 
40  

大于等于所属行业绩效标准

值中的较差值，小于较低值 
20  

小于较差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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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质

量 
30% 

通过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

等指标评估企业对资本的利用效率。 

企业指标值 得分  

大于等于所属行业绩效标准

值中的优秀值 
100  

大于等于所属行业绩效标准

值中的良好值，小于优秀值 
80  

大于等于所属行业绩效标准

值中的平均值，小于良好值 
60  

大于等于所属行业绩效标准

值中的较低值，小于平均值 
40  

大于等于所属行业绩效标准

值中的较差值，小于较低值 
20  

小于较差值 0  

债务风

险 
40% 

通过资产负债率、带息负债比率、已

获利息倍数、速动比率等指标评估企

业资产的管理质量和利用效率。 

企业指标值 得分  

大于等于所属行业绩效标准

值中的优秀值 
100  

大于等于所属行业绩效标准

值中的良好值，小于优秀值 
80  

大于等于所属行业绩效标准

值中的平均值，小于良好值 
60  

大于等于所属行业绩效标准

值中的较低值，小于平均值 
40  

大于等于所属行业绩效标准

值中的较差值，小于较低值 
20  

小于较差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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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否决指标 

具有下列情况的企业不能参加信用认证。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评价标准 

否决指标 
具有否决指标情况的企业不能参加信用

认证。 

1. 当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 当前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

业名单 

3. 当前企业法人或高管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 

4. 近三年内发生重大产品质量

安全或生产安全问题 

5. 双随机抽查检查结果为不正

常 

6. 企业负面信息被新闻媒体曝

光尚未核实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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