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濮双随机办 (⒛ 22〕 11号

关于印发

《濮阳市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办法》 (试行 )

的通知

市部门联合
“
双随机、丁公开

”
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

位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国 务院

令第 746号 )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

意见》 (国发 匚⒛19)18号 )和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

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
“
双随机、一公开

”
监管的实

施意见》(豫政 (2019)22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企业

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的意见》 (国 市监信

发 匚9O22)6号 )等有关∷规定,市企业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工

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市部门联合
“
双随机、ˉ公开

”
监管工

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共同制定了 《濮阳市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



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开展企业信用风险

分类管理。试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总结上报,以利

于完善改进。

濮阳市部

监

工公开
”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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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办法
(试行 )

第t章 总 贝刂

第一条 为加快构建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监管机

制,进一步加强信用监管和智慧监管,提升监管的科学性、精

准性、有效性,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国令第 7娟 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

指导意见》 (国 发 (⒛19)18号 )和 《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

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
“
双随机、一公开

”
监管的意见》(国

发 (⒛19)5号 )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

类管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的意见》 (国市监信发 (⒛22)

6号 )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濮阳市部门联合
“
双随机、丁公开

”
监管工作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将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应用于
“
双随机、一

公开
”
等监管活动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登

记注册的各类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本办法所称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是指濮阳市企业信用

信息归集共享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濮阳市部门联合
“
双

随机、一公开
”

监管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在依法归集涉企

信用信息的基础上,运用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信用风险

分类管理信息化系统共享的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按照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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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确定的分类标准对企业信用风险进行判别分类,对企业产生

失信行为的可能性进行监测、研判和预警,并根据分类结果实

施差异化监管的活动。

第四条 各单位实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应 当遵循客

观审慎、公平公正、规范统一的原则。

第五条 濮阳市企业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工作联席会议办

公室、濮阳市部门联合
“
双随机、一公开

”
监管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共同负责全市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工作的组织、指

导和监督。

各县 (区 )企业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濮阳市部门联合
“
双随机、工公开

”
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共同负责本地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的组织实施,可 以根据

本地实际,完善相关差异化监管措施。

第六条 共享的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获取,作为配置监管资源、实施差异化监管的参

考依据,不 向社会公开。

第二章 企业信用风险分类

第七条 各成员单位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河

南)等途径依法归集各类涉企信用信息,包括并不限于企业登

记信息、行政许可信息、生产经营信息、抽查检查结果信息、

行政处罚信息、投诉举报信息、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各类
“
黑

名单
”
信患、企业自行公示信息、互联网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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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依托归集的涉企信用信息,由 河南省市场主体大

数据分析应用服务系统按照河南省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

系,对企业的信用风险进行分析后自动生成。该指标体系可根

据信息归集等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第九条 濮阳市使用的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是基

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系统、河南省

市场主体大数据分析应用服务系统,结合实际进行完善和动态

调整而形成的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和模型。按照定量分

析和定性判定相结合的方式,将企业信用风险状况由低到高分

为信用风险低 (A类 )、 信用风险一般 (B类 )、 信用风险

较高 (C类 )、 信用风险高 CD类 )四类。

企业信用风险指数体系,共设 7个一级指标、24个二级

指标和 48个三级指标。具体为 :

一级指标:企业属性、登记许可、年报公示、合规信息、

经营能力、舆情关联、关联企业。

二级指标:经营年限、注册资本、企业背景、重点行业、

许可风险、登记事项、信息披露情况、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列

入经营异常、行政处罚、失信被执行人、诉讼被执行、停业、

亏损、负债、资产异动、股权异动、投诉次数及增幅、举报次

数及增幅、重点舆情关注、关联企业吊销、关联企业列异列严、

关联企业行政处罚、关联企业失信。

三级指标:经营年限、注册资本、企业背景和类型、重点

领域、营业执照失效时长、法人代表变更、企业名称变更、登



记住所变更、登记变更事项次数、注册资本变更、注册资本实

缴比例、收入异常、资产异常、利润异常、纳税总额异常、人

员异常、逻辑关系异常、年报报送月、年报零申报指标数量、

财务数据公示指标数量、是否列严及原因、是否列异及原因、

近三年列异次数、行政处罚数量、失信被执行人数量、法定代

表人失信次数、高管失信人数、近三年未结案诉讼被执行数量、

近三年未结案诉讼被执行金额、年报显示已停业或歇业、最近

一年亏损程度、近三年亏损次数、最近一年资产负债率、近三

年资不抵债次数、对外担保比例、动产抵押期限、股权冻结期

限、股权质押期限、近 6个月投诉次数、投诉增长倍数、近 6

个月举报次数、举报增长倍数1负 面舆情比例、关联企业吊销

比例、关联企业列严比例、关联企业列异比例、关联企业行政

处罚比例、关联企业失信比例等。

第十条 各项指标设定不同风险权重,并设定特殊权重指

标。符合下列情形的构成特殊权重 :

(一 )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

(二 )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

(三 )企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四 )近一年受到过行政处罚的。

第三章  分类监管措施

第十-条 市、县 (区 )两级各成员单位要应用本行政区

域内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制定本部门的差异化分类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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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文件、明确分类依据,建立健全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类

相适应的监管机制,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提升监管精准化和

智能化水平。

制定本单位抽查计划和本单位牵头发起的联合抽查计

划时,做到
“
双随机、一公开

”
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

类管理相结合。市、县 (区 )两级各成员单位在抽查计划中

要明确以下具体内容 :

(一 )按照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

理信息化系统向各部门共享的四个等级分类结果,建立对应

的检查对象库 (本系统有分类结果的,按本系统分类办法建

立检查对象库)。     氵

(二 )检查对象库要按不同风险等级类别命名,显示信

用风险低 (A类 )、 信用风险一般 (B类 )、 信用风险较高

(C类 )、 信用风险高 (D类 )风险等级和事项名称。命名

规则为:“xxx局”∞2年 +检查事项+风险类别+抽查次数 (第

xxx次抽查)+检查对象库
”

。

(三 )抽查计划要明确不同信用风险类别抽取比例和抽

查频次。信用风险低 (A类 )抽查比例一般不低于 1%,全

年组织抽查次数可为 1次 ;信用风险一般 (B类 )抽查比例

一般不低于 30/o,全 年组织抽查次数一般为 1次 ;信用风险

较高 (C类 )抽查比例一般不低于 1O0/0,全 年组织抽查频次

2次 以上;信用风险高 (D类 )抽查比例一般不低于 2O0/o,

全年组织抽查频次 3次 以上。



第十二条 各成员单位对信用风险低的 A类企业实施以

下监管措施 :

(一 )以企业自治为主,除根据投诉举报、大数据监测、

案件线索转办交办,以及按计划开展的
“
双随机、一公开

”
抽

查外,可不主动实施现场检查 ;

(二 )降低
“
双随机、一公开

”
抽查的比例和频次,抽查

比例一般不低于 1%;

(三 )优先适用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制定的各项便利化服务

措施 ;

(四 )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其它措施。

第十三条 各成员单位对信用风险一般的 B类企业实施

以下监管措施 :

(一 )在 “
双随机、一公开

”
抽查中按常规比例和频次进

行,抽查比例一般不低于 3%;

(二 )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其它措施。

第十四条 各成员单位对信用风险较高的 C类企业实施

以下监管措施 :

(一 )在 日常监管中,适 当提高
“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的比例和频次,抽查比例一般不低于 1O0/o;

(二 )在行政许可工作中,进行重点审查 ;

(三 )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其它措施。

第十五条 各成员单位对信用风险高 D类企业实施以下

监管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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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列 为重点监管对象, “
双随机、一公开

”
抽查中,

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抽查比例一般不低于 2隅 ;

(二 )必要时实施现场检查 ;

(三 )限制或禁止享受相关公共政策 ;

(四 )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其它严格监管措施。

第十六条 各成员单位在各类评先评优及荣誉称号认定

工作中,应将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作为参考依据。

第十七条 食品、药品、特种设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等重点领域应当按照
“
通用+专业

”
模式,将企业信用风险分

类结果和专业领域风险分类结果融合应用。

第十八条 各单位在监管工作中要逐项落实对四类风险

等级的市场主体的相应监管措施,各年度的落实结果要及时

留存有效记录。各单位可优先适用上级或自行制定的监管措

施。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九条 各成员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擅

自向社会提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第二十条 各成员单位发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非法获

取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数据,或非法篡改、虚构、泄露相关

信息的,应 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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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 贝刂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濮阳市企业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濮阳市部门联合
“
双随机、丁公开

”
监管

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濮阳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   ⒛22年 5月 19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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