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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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11/467—202X《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分为两个部分：

——第1部分：自然人；

——第2部分：法人和其他组织。

本文件为DB11/T 467《公共信用信息目录》的第2部分。

本文件代替DB11/T 467.2—2007《信用信息目录 第2部分：企业》，与DB11/T 467.2—2007相比，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名称（见封面，2007版封面）；

——修改了范围（见第1章，2007版第1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07版第2章）；

——增加了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分类（见第4章）；

——将“编码规则”修改为“数据项规则”，增加“数据项描述规则”“数据类型的表述”“数据

格式的表述”；数据项描述将“定义”修改为“说明”，增加数据类型、数据格式、值域、同义名称、

备注（见第5章，2007版第4章）；

——将“企业辨识信息”名称修改为“基础登记类信息”，并对内容进行修改（见6.1,2007版5.1）；

——删除了“经营管理信息”“金融信息”“商业信用交易信息”等一级分类及全部内容（见2007

版5.2、5.4、5.6）；

——将“公共记录信息”升级为目录总体内容（见第6章，2007版5.5）；

——增加“行政许可信息”（见6.2.1）；

——对“行政处罚信息”内容进行补充完善（见6.2.2，2007版5.5.8）；

——对行政强制信息”内容进行补充完善（见6.2.3，2007版5.5.9）；

——增加“行政征收信息”（见6.2.4）；

——增加“行政监督检查信息”（见6.2.5）；

——增加“行政确认信息”（见6.2.6）；

——增加“行政奖励信息”（见6.2.7）；

——对“行政裁决信息”内容进行补充完善（见6.2.8，2007版5.5.10）；

——将“法院判决信息”与“仲裁信息”合并并更名为“司法裁判仲裁执行信息”，并对分类级别

进行调整、内容进行补充完善（见6.2.9，2007版5.5.1、5.5.2）；

——将“劳动及社会保障保险信息”更名为“社会保障信息”，并对分类级别进行调整、内容进行

补充完善（见6.2.10，2007版5.5.4）；

——将“公积金缴纳信息”与“社会保障信息”合并、单列为“公共信用类”下的二级类别，并对

内容补充完善（见6.2.11）；

——将“欠税记录信息”更名为“税费缴纳信息”，并对分类级别进行调整、内容进行补充完善（见

6.2.12，2007版5.5.3）；

——增加“社会公益活动信息”（见6.2.13）；

——删除“财务信息”（见2007版5.3）；

——增加“知识产权信息”（见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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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共事业欠费信息”“电信欠费信息”合并并更名为“公用事业类信息”，并对内容进行

补充完善（见6.3，2007版5.5.5、5.5.6）；

——删除“欠缴养路费信息（见2007版5.5.7）”；

——增加“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见6.4.11）；

——将“荣誉信息”与“行政奖励信息、诚信守信相关荣誉信息”合并，并对内容进行补充完善（见

6.4.7，2007版5.5.11）；

——增加“信用承诺及履诺信息”（见6.5.1）；

——增加“政府项目合同履约信息”（见6.5.2）；

——增加“信用修复信息”（见6.5.3）；

——增加“异议信息”（见6.5.4）；

——增加“投诉信息”（见6.5.5）；

——修改附录A“数据项明细信息”（见附录A，2007版附录A）；

——修改“参考文献”内容（见“参考文献”，2007版“参考文献”）。

本文件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大数据中心、中圣至训(北京)咨询有限公司、北

京昌平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厦门畅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阳光信用保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宸信

征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11/T 467.2—2007《信用信息目录 第2部分：企业》；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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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目录 第 2 部分: 法人和其他组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目录的公共信用信息分类、数据项规则、公共信用信息

目录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归集、共享、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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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7408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 12402 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

GB/T 12406 表示货币和资金的代码

GB/T 39446 公共信用信息代码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信用 credit

个人或组织履行承诺的意愿和能力。

[来源：GB/T 22117，2.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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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GB/T 22117，2.24]

3.3

法人 legal entities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来源：GB 32100—2015，3.2]

3.4

其他组织 other organizations

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

[来源：GB 32100—2015，3.3]

注：法人和其他组织包括营利法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非营利法

人（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特别法人（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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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个人独 资企业、合伙企业、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

3.5

编码 coding

给事务或概念赋予代码的过程。

[来源：GB/T 10113，2.2.1]

3.6

代码 code

表示特定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或一组字符。

[来源：GB/T 10113，2.2.5]

4 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4.1 总则

4.1.1 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分为以下五大类：基础登记类信息、公共信用类信息、公用事业

类信息、评价类信息、其他类信息。

4.1.2 注册登记类信息是用以识别法人和其他组织基本状况的公共信息，包括主体识别信息、关联组

织信息、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4.1.3 公共信用类信息是用以反映法人和其他组织主体在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在依法定职权行使

的信息，在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在主体经营管理状况、判断主体信用能力方面的信息。包括行政许可

信息、行政处罚信息、行政强制信息、行政征收信息、行政给付信息、行政监督检查信息、行政确认信

息、行政奖励信息、行政补偿信息、行政裁决信息、司法裁判仲裁执行信息、经营异常信息、社会保障

信息、税费缴纳信息、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4.1.4 公用事业类信息主要指公用事业缴费信息。

4.1.5 评价类信息是开展信用分级分类监管而对相关市场主体进行信用评价的结果信息。

4.1.6 其他类信息是反映法人和其他组织除以上几类信息之外的其他信息。

4.2 基础登记类信息

4.2.1 主体识别信息

用于识别主体特征的信息。

4.2.2 关联组织信息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关联组织信息，如分支机构信息、集团公司信息等。

4.2.3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法人和其他组织主要管理人员的信息。如企业法人的董事、监事、经理等信息和机关事业法人的领

导信息等。

4.2.4 知识产权信息

法人和其他组织知识产权信息，包括商标信息、版权信息、专利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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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资质认定信息

反映法人和其他组织各类资质认定情况、认定结果的信息。

4.3 公共信用类信息

4.3.1 行政许可信息

行政机关根据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査，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式，赋予或确认行政

相对方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利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相关信息。

4.3.2 行政处罚信息

行政机关或者其他行政主体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当事人给予行

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

4.3.3 行政强制信息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管理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4.3.4 行政征收信息

行政机关凭借国家政权，依法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强制地、无偿地征集金钱或实物的行为的信息。

4.3.5 行政监督检查信息

行政机关根据法定的监督权限，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监督检査

的相关信息。包括税务稽査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抽査信息等。

4.3.6 行政确认信息

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 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

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信息。包括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医疗事故责任认定等。

4.3.7 行政奖励信息

行政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

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做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等，

包括守信信息、红名单信息、公益慈善信息、志愿者参与活动记录信息等。

4.3.8 行政裁决信息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

纷进行审査，并做出裁决的行政行为信息。

4.3.9 司法裁判仲裁执行信息

司法机关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判决或者裁决信息。如法院判决信息、法院案件执行信息及其他司法

信息等。



DB11/T 467.2—202X

7

4.3.10 经营异常信息

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信用服务机构及信用活动实施监督管理过程中异常信息的记录，

如异常经营名录信息记入与退出信息。

4.3.11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市场主体被依法纳入或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息。

4.3.12 税费缴纳信息

法人和其他组织严重欠缴税费信息。

4.3.13 社会保障信息

法人和其他组织严重欠缴员工社会保障资金信息。

4.3.14 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反映法人和其他组织社会公益、慈善活动的信息。

4.4 公用事业类信息

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公用事业单位的严重欠缴费信息，如水费、电费、燃气费、通信费、供暖费等信

息。

4.5 评价类信息

开展信用分级分类监管而对相关市场主体进行信用评价的结果信息。

4.6 其他类信息

4.6.1 信用承诺及履诺信息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承诺信息。

4.6.2 政府项目合同履约信息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合同、公用征收补偿合同、国家科研合同、

国家订购合同、公共工程承包合同等行政合同，以及市场化的承包、销售、服务等各类合同履约信息。

4.6.3 信用修复信息

法人和其他组织被各部门修复过的信用信息。

4.6.4 异议信息

记录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失信行为认定有异议而提出的异议申请信息和反馈结果信息。

4.6.5 投诉信息

记录失信自然人主张个人信用权益而对有权部门进行投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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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项规则

5.1 数据项描述规则

a) 本文件通过中文名称、代码、说明、数据类型、数据格式、值域、同义名称、备注等字段对数

据项进行描述，描述规则如下：

a) 中文名称：赋予数据项的单个或多个中文字词的支撑，其应是唯一的；

b) 代码：在数据项目录中，为数据项分配的与语言无关的、唯一的标记符号；

c) 说明：表达一个数据项的本质特性并使其区别于所有其他数据项的陈述；

d) 数据类型：用于表示数据项的符号、字符或其他表示的类型；

e) 数据格式：从业务的角度规定的数据项值的格式需求，包括所允许的最大和/或最小字符长度，

数据项值的表示格式等；

f) 值域：根据相应属性中所规定的数据类型、数据格式而决定的数据项的允许值的集合；

g) 同义名称：一个数据元在应用环境下的不同称谓，一个数据元可以有多个同义名称，第一个同

义名称应该是统一的约定名称；

h) 备注：数据元的附加注释。

5.2 数据项编码规则

5.2.1 总体编码规则

对每条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数据项都赋予唯一的编号，即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编

码。前段码由“类”、“项”、“目”、“细目”组成，编码由 12位数字和符号组成，共分为 6部分，第 1
位是第一部分，表示数据项所在的信用信息大类号；第 2、3位是第二部分，表示数据项所在的信用信

息项；第 4、5、6位是第三部分，表示数据项在信用信息的目；第 7、8位是第四部分，表示数据项在

信用信息的细目；第 9位是第五部分，表示数据项的分隔符；第 10、11、12位是第六部分，表示数据

项在细目下的顺序号。

图 1 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代码构成

数据项编码规则如下：

a)信息资源“类”，用 1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属于政务信息资源中的主题信息资

源类，代码为“2”；
b)信息资源“项”，用 2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代表政务信息资源主题信息资源类的信用领域，代码

为“10”；
c)信息资源“目”，由 3位的大写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组成，其中首位是“2”表示法人和其他组织信

息主体，后面两位数字代表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目录数据项一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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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信息资源“细目”，用 2位的阿拉伯数字表示，代表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目录二级分类；

e)目录编号，用 3位的阿拉伯数字表示，表示数据项在细目下的顺序号。

其形式如图 1所示。

5.2.2 目、细目代码

法人和其他组织“目”代码如表1所示。

表 1 法人和其他组织“目”代码

“目”代码 “目”名称

201 基础登记类

202 公共信用类

203 公用事业类

204 评价类

205 其他类

法人和其他组织“细目”代码如表2所示。

表 2 法人和其他组织“细目”代码

“目”代码 “目”名称 “细目”代码 “细目”名称

201 基础登记类

01 主体识别信息

02 关联组织信息

03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04 知识产权信息

05 资质认定信息

202 公共信用类

01 行政许可信息

02 行政处罚信息

03 行政强制信息

04 行政征收信息

05 行政监督检査信息

06 行政确认信息

07 行政奖励信息

08 行政裁决信息

09 司法裁判仲裁执行信息

10 经营异常信息

11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12 税费缴纳信息

13 社会保障信息

14 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203 公用事业类 01 公用事业缴费信息

204 评价类 01 信用评价结果信息

（续表）

“目”代码 “目”名称 “细目”代码 “细目”名称



DB11/T 467.2—202X

10

205 其他类

01 信用承诺及履诺信息

02 政策性合同履行信息

03 信用修复信息

04 异议信息

05 投诉信息

5.3 数据类型的表述

数据项数据类型表述如表 3所示。

表 3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说明

字符型 由字母、数字、汉字、特殊字符等组成的数据类型

数字型 通过从“0”到“9”数字形式表达的值的类型

日期型 表示日期的数据类型，符合GB/T 7408的要求

日期时间型 表示日期和时间的数据类型，符合GB/T 7408的要求

二进制 上述无法表示的其他数据类型，如图像、音频、视频、文件等

5.4 数据格式的描述

数据项的数据格式使用的字符含义如表 4 所示。

表 4 数据格式字符含义

字符 含义

a 字母字符

n 数字字符

an 字母数字字符

..ul 长度不确定的文本

..p,q（p,q均为自然数） 最长p个数字字符，小数点后q位

.. 从最小长度到最大长度，前面附加最小长度，后面附加最大长度

YYYYMMDD YYYY表示年份，MM表示月份，DD表示日期，可以视实际情况组合使用

YYYYMMDDhhmmss
YYYY表示年份，MM表示月份，DD表示日期，hh表示小时，mm表示分钟，ss

表示秒，可以视实际情况组合使用

示例 1：an5(aannn)表示定长 5 个字母数字字符，前 2 个为字母字符，后 3 个为数字字符

示例 2：n..17，2 表示最长 17个字符（不含小数点），其中包含小数点后 2位

示例 3：an3..8 表示最大长度为 8，最小长度为 3 的不定长的字母数字字符

6 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内容

6.1 基础登记类信息

6.1.1 主体识别信息

6.1.1.1 组织名称

代码：21020101/001

说明：亦称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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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101/002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统一代码

备注：

6.1.1.3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

代码：21020101/003

说明：亦称负责人、投资人、执行合伙社会组织事务的合伙人、经营者，是代表社会组织行使职权

的主要负责人，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分支机构的负责人。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4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类型

代码：21020101/004

说明：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备案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名称 。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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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号码

代码：21020101/005

说明：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备案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号码。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6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国别（地区）

代码：21020101/006

说明：主体登记、备案属地的国籍、地区。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4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7 成立日期

代码：21020101/007

说明：亦称登记核准日期，是民政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社会组织法人营业执照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8 注册地址（住所或机构地址）

代码：21020101/008

说明：亦称企业和其他组织的注册地址、分支机构地址、分支机构经营场所，是民政行政管理机关

登记并核准的社会组织法人分支机构地址，由行政区划名称、街道(乡、镇)和街、路、巷、村等名称和

门牌号及居室号构成 。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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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同义名称：住所、机构地址

备注：

6.1.1.9 经营状态

代码：21020101/009

说明：企业包括经营状态包括存续、在业、吊销、注销、迁入、迁出、停业、清算等情况。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10 注册资本（注册资金或开办资金）

代码：21020101/010

说明：亦称注册资本，注册资金，出资额，资金数额，指社会组织营业执照标识的注册资本(金)。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注册资金、开办资金

备注：

6.1.1.11 注册资本（注册资金或开办资金）币种

代码：21020101/011

说明：企业法人或社会组织法人注册资本(金)的币种。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GB/T 12406关于货币名称的要求。

同义名称：币种

备注：

6.1.1.12 登记业务类型

代码：210201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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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个人独资公司，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GB/T 12402中的经济类型名称。

同义名称：

备注：

6.1.1.13 核准日期

代码：21020101/013

说明: 亦称登记核准日期，是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发企业营业执照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14 业务范围（经营范围或宗旨和业务范围）

代码：21020101/014

说明：企业法人或社会组织法人机构经营范围或服务领域，从事的生产经营与服务项目的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1000

值域：

同义名称：营业范围、主营业务

备注：

6.1.1.15 行业代码

代码：21020101/015

说明：亦称国民经济行业代码，执行 GB/T 4754规定。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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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6 登记管理部门（登记机关）名称

代码：21020101/016

说明：亦称营业执照发证机关，是企业和其他组织登记事项的核准机关中文全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17 有效期

代码：21020101/017

说明：是民政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企业法人以及社会组织经营期限和到期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18 联系电话

代码：21020101/018

说明: 企业的联系电话号码，包括固定电话号码和移动电话号码。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1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19 联系人

代码：21020101/019

说明: 企业的联系人。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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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0 主管单位

代码：21020101/020

说明: 主管单位从法律名词上直译为主要管理部门，针对现阶段而言比自身所在部门高一级的有直

接管理权的单位（部门）。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1 资质证书编号

代码：21020101/021

说明: 资质证书的编号或号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2 资质名称

代码：21020101/022

说明: 资质证书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3 资质等级

代码：210201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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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资质级别层次。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4 资质有效期

代码：21020101/024

说明: 有效时间。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5 资质许可内容

代码：21020101/025

说明: 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4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6 资质登记机关

代码：21020101/026

说明: 亦称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定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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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6.1.1.27 资质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101/027

说明: 资质登记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8 登记日期

代码：21020101/028

说明: 注册登记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9 资质状态

代码：21020101/029

说明：有效或无效的状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 关联组织信息

6.1.2.1 分支机构名称

代码：21020102/001

说明：亦称分支机构法定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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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2 分支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102/002

说明：分支机构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3 分支机构负责人姓名

代码：21020102/003

说明：企业以及其它组织的分支机构中负责人姓名。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4 分支机构负责人证件类型

代码：21020102/004

说明：审批机关登记备案的身份证件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5 分支机构负责人证件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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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21020102/005

说明：审批机关登记备案的身份证件号码。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6 集团名称

代码：21020102/006

说明：亦称集团法定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7 集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102/007

说明：是集团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8 集团负责人姓名

代码：21020102/008

说明：集团负责人姓名。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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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6.1.2.9 集团负责人证件类型

代码：21020102/009

说明：审批机关登记备案的身份证件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10 集团负责人证件号码

代码：21020102/010

说明：审批机关登记备案的身份证件号码。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3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6.1.3.1 高管类型

代码：21020103/001

说明：企业法人的董事、监事、经理等信息和机关事业法人的领导，包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

值域：GB/T 39446中的高管类型。

同义名称：

备注：

6.1.3.2 高管姓名

代码：21020103/002

说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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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3.3 高管证件类型

代码：21020103/003

说明：审批机关登记备案的身份证件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3.4 高管证件号码

代码：21020103/004

说明：审批机关登记备案的身份证件号码。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3.5 高管国别

代码：21020103/005

说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的国籍。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4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 知识产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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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1 知识产权登记证号

代码：21020104/001

说明：知识产权登记证号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2 知识产权名称

代码：21020104/002

说明：知识产权登记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3 知识产权种类

代码：21020104/003

说明：知识产权登记的种类。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4 代理机构

代码：21020104/004

说明：是做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业务的单位，如专利申请，检索分析，异议申请，复审，无效，版权

登记，商标注册、着作权版权登记、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支持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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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5 知识产权代理人

代码：21020104/005

说明：指代理当事人处理知识产权事务行为的从业人员，主要从事包括专利代理和商标代理，还包

括版权登记代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代理等其他知识产权的代理行为。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6 知识产权登记机关

代码：21020104/006

说明：各级知识产权局。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7 知识产权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104/007

说明：各级知识产权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8 登记日期

代码：21020104/008



DB11/T 467.2—202X

25

说明：知识产权登记时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9 质权人名称

代码：21020104/009

说明：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或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0 质权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104/010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1 质权登记期限

代码：21020104/011

说明： 知识产权质权登记的有效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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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6.1.4.12 质权状态

代码：21020104/012

说明：知识产权的状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3 质权登记日期

代码：21020104/013

说明：质权登记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4 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当事人

代码：21020104/014

说明：是指知识产权诉讼中以自己的名义要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或者法律关系、受人民法院裁

判约束的起诉方和被诉方。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5 知识产权纠纷事由

代码：21020104/015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交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事件和理由说明。

数据类型：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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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6 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结果

代码：21020104/016

说明：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结果。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7 知识产权转让登记

代码：21020104/017

说明：知识产权出让、受让登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8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

代码：21020104/018

说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在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备案。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9 企业产品标准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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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21020104/019

说明：企业产品标准在标准化主管部门网站公示。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5 资质认定信息

6.1.5.1 资质证书编号

代码：21020105/001

说明：资质认定证书的编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5.2 资质名称

代码：21020105/002

说明：资质认定证书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5.3 资质等级

代码：21020105/003

说明：资质认定证书的等级。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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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名称：

备注：

6.1.5.4 资质有效起始日期

代码：21020105/004

说明：资质认定证书的起始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5.5 资质有效截止日期

代码：21020105/005

说明：资质认定证书的截止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5.6 资质登记机关

代码：21020105/006

说明：资质认定的机关。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5.7 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105/007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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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5.8 资质登记日期

代码：21020105/008

说明：资质认定证书的等级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5.9 资质状态

代码：21020105/009

说明：有效或无效。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 公共信用类信息

6.2.1 行政许可信息

6.2.1.1 行政许可决定书名称（行政相对人为机构时）

代码：21020201/001

说明：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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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6.2.1.2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代码：21020201/002

说明：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 行政许可类别

代码：21020201/003

说明：一般许可和特殊许可、排他性许可和非排他性许可、独立的许可和附文件的许可、权利性许

可和附义务的许可、长期性许可和附期限的许可、行为许可和资格许可。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

值域：GB/T 39446中的许可类别。

同义名称：

备注：填写普通、特许、认可、核准、登记或其他，如为“其他”，需注明具体类别。法人和非法

人组织的登记信息，在登记过程中按相关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6.2.1.4 行政许可证书名称

代码：21020201/004

说明：行政许可证书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6.2.1.5 行政许可编号

代码：21020201/005

说明：行政许可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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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 的编号。

6.2.1.6 行政许可内容

代码：21020201/006

说明：行政许可详细内容。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4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填写行政许可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6.2.1.7 行政许可决定日期

代码：21020201/007

说明：填写做出行政决定的具体日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8 行政许可有效期自

代码：21020201/008

说明：填写行政许可决定的开始执行日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9 行政许可有效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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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21020201/009

说明：填写行政许可决定的截止日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0 行政许可机关

代码：21020201/010

说明：填写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各级行政许可决定机关全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 行政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1/011

说明：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各级行政许可决定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 行政许可当前状态

代码：21020201/012

说明：1 的含义为有效，2 的含义为无效。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

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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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名称：

备注：

6.2.2 行政处罚信息

6.2.2.1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行政相对人为机构时）

代码：21020202/001

说明：填写行政处罚决定文书编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2 行政处罚违法行为类型

代码：21020202/002

说明：行政相对人具体违反的某项法律法规。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GB/T 39446中的处罚类别。

同义名称：行政处罚种类

备注：

6.2.2.3 行政处罚违法事实

代码：21020202/003

说明：行政相对人的主要违法事实。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4 行政处罚依据

代码：21020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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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用于描述认定违法事实和实施行政处罚，所依据的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关信息，包

括依据编号、法律规范名称、条、款、项、目和内容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5 行政处罚类别

代码：21020202/005

说明：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

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或其他。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GB/T 39446中的处罚类别。

同义名称：行政处罚种类

备注：如为“其他”，需注明具体类别。

6.2.2.6 行政处罚内容

代码：21020202/006

说明：填写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4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7 行政处罚失信等级

代码：21020202/007

说明：行政处罚决定的违法等级。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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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名称：

备注：

6.2.2.8 行政处罚罚款金额

代码：21020202/008

说明：处罚类别为罚款时则此项为必填项，需填 写罚款的具体金额。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万元”，精确到小数点后 6 位。

6.2.2.9 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代码：21020202/009

说明：没收违法所得。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10 行政处罚没收非法财物的金额

代码：21020202/010

说明：没收非法财物的具体金额。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单位为“万元”，精确到小数点后 6 位。

6.2.2.11 行政处罚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

代码：21020202/011

说明：暂扣或吊销的证照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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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12 行政处罚暂扣或吊销证照编号

代码：21020202/012

说明：暂扣或吊销的证照证照编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13 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代码：21020202/013

说明：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具体日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14 行政处罚有效期

代码：21020202/014

说明：填写行政处罚决定的截止日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15 行政处罚公示截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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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21020202/015

说明：行政处罚决定在网上公示的截止日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16 行政处罚机关

代码：21020202/016

说明：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各级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全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处罚机关

备注：

6.2.2.17 行政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2/017

说明：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各级行政处罚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3 行政强制信息

6.2.3.1 强制执行方式（行政相对人为机构时）

代码：21020203/001

说明：强制执行方式包括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

款和其他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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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GB/T 39446中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

同义名称：

备注：

6.2.3.2 行政强制执行理由

代码：21020203/002

说明：作出强制执行的理由。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3.3 行政强制执行依据

代码：21020203/003

说明：作出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依据。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3.4 行政强制执行措施

代码：21020203/004

说明：作出强制执行措施说明。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3.5 行政强制执行日期

代码：210202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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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作出强制执行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3.6 行政强制执行机关

代码：21020203/006

说明：作出强制执行的机关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3.7 行政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3/007

说明：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的机关，使用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4 行政征收信息

6.2.4.1 行政征收种类（行政相对人为机构时）

代码：21020204/001

说明：征收种类包括税收征收、资源费征收、建设资金征收、排污费征收、滞纳金征收以及其他法

律、法规规定的征收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GB/T 39446中的行政征收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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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名称：行政征收种类名称

备注：

6.2.4.2 行政征收内容

代码：21020204/002

说明：行政征收事项的内容。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4.3 行政征收日期

代码：21020204/003

说明：出具行政征收文书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4.4 行政征收机关

代码：21020204/004

说明：作出行政征收决定的机关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4.5 行政征收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4/005

说明：作出行政征收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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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5 行政监督检查信息

6.2.5.1 行政监督检查形式

代码：21020205/001

说明：监督检查形式包括检查、调阅审查、调查、查验、检验、鉴定、勘验、登记、统计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

值域：GB/T 39446中的监督检查形式。

同义名称：

备注：

6.2.5.2 行政监督检查内容

代码：21020205/002

说明：监督检查的内容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5.3 行政监督检查结果

代码：21020205/003

说明：监督检查结果内容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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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4 行政监督检查日期

代码：21020205/004

说明：监督检查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5.5 行政监督检查机关

代码：21020205/005

说明：监督检查机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5.6 行政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5/006

说明：监督检查机构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6 行政确认信息

6.2.6.1 行政确认种类（行政相对人为机构时）

代码：21020206/001

说明：确认种类包括确定、认可、证明、登记、批准、鉴证、行政鉴定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DB11/T 467.2—202X

44

数据格式：an..30

值域：GB/T 39446中的行政确认种类。

同义名称：行政确认种类名称

备注：

6.2.6.2 行政确认事项名称

代码：21020206/002

说明：行政确认事项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6.3 行政确认内容

代码：21020206/003

说明：行政确认事项的内容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6.4 行政确认机关

代码：21020206/004

说明：作出行政确认机关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6.5 行政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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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作出行政确认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6.6 行政确认日期

代码：21020206/006

说明：作出行政确认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 行政奖励信息

6.2.7.1 行政奖励认定文书号（注：行政相对人为机构时）

代码：21020207/001

说明：行政奖励认定的文件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行政奖励决定书文号。

备注：

6.2.7.2 行政奖励名称

代码：21020207/002

说明：行政奖励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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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名称：

备注：

6.2.7.3 行政奖励事项

代码：21020207/003

说明：行政奖励的事项。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4 行政奖励形式

代码：21020207/004

说明：奖励形式包括发给奖金或奖品、通报表扬、通令嘉奖、记功、授予荣誉称号、晋级或晋职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

值域：GB/T 39446中的奖励形式。

同义名称：

备注：

6.2.7.5 行政奖励涉及金额

代码：21020207//005

说明：激励涉及的总金额数。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6 行政奖励授予日期

代码：21020207/006

说明：行政奖励授予起始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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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7 行政奖励有效期

代码：21020207/007

说明：行政奖励有效期截止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8 行政奖励授予机构

代码：21020207/008

说明：行政奖励授予机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9 行政奖励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7/009

说明：行政奖励授予机构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10 行政奖励认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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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21020207//010

说明：法律、法规、政策中的具体条款。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11 行政奖励认定部门

代码：21020207//011

说明：出具认定文书的单位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12 行政奖励有效期至

代码：21020207//012

说明：激励结束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13 行政奖励是否公示

代码：21020207//013

说明：是或否。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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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6.2.7.14 行政奖励公示期至

代码：21020207//014

说明：公示最后一个自然日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8 行政裁决信息

6.2.8.1 行政裁决种类（行政相对人为机构时）

代码：21020208/001

说明：裁决种类包括侵权纠纷、补偿纠纷、损害赔偿纠纷、权属纠纷、国有资产产权、专利强制许

可、经济补偿、民间纠纷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GB/T 39446中的行政裁决种类。

同义名称：

备注：

6.2.8.2 行政裁决内容

代码：21020208/002

说明：依法作出裁决的内容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8.3 行政裁决事由

代码：21020208/003

说明：依法作出裁决的事由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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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8.4 行政裁决法律依据

代码：21020208/004

说明：作出行政裁决的法律依据。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行政裁决依据

备注：

6.2.8.5 行政裁决机关

代码：21020208/005

说明：作出行政裁决机关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8.6 行政裁决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8/006

说明：作出行政裁决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8.7 行政裁决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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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21020208/007

说明：作出行政裁决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 司法裁判仲裁执行信息

6.2.9.1 案号（当事人为机构时）

代码：21020209/001

说明：案号是指用于区分各级法院办理案件的类型和次序的简要标识，由中文汉字、阿拉伯数字及

括号组成。法院等司法机关立案后，对收到案件根据案件的性质进行分类，并进行登记，所分配的案件

号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2 立案时间

代码：21020209/002

说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3 当事人诉讼地位

代码：21020209/003

说明：诉讼地位是指在诉讼中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广义上，原告、被告、第三人是当事人；

狭义上，第三人只是诉讼参加人，不是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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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4 案由

代码：21020209/004

说明：概括的纠纷内容或者事项。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5 判决结果

代码：21020209/005

说明：审判结果的书面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6 判决法院

代码：21020209/006

说明：各级人民法院。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判决法院名称、执行法院名称、强制执行法院名称。

6.2.9.7 判决法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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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21020209/007

说明：各级人民法院使用的统一标识。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8 判决日期

代码：21020209/008

说明：判决文书上的执行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9 强制执行方式

代码：21020209/009

说明：强制执行方式包括 0=查询、冻结、划拨被申请执行人的存款；1=扣留、提取被申请执行人

的收入查封、扣押、拍卖、变卖被申请执行人的财产；2=搜查被申请执行人隐匿的财产；3=强制被申

请执行人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4=强制被申请执行人迁出房屋或者退出土地；5=强制执行法律文书

指定的行为；6=强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支付迟延履行金；7=强制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

9=其他。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GB/T 39446中的强制执行方式。

同义名称：

备注：

6.2.9.10 强制执行标的

代码：21020209/010

说明：执行标的是指人民法院应依据执行根据所确定的给付内容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执行，非依法定

程序不得中止执行或改变、撤销执行根据，不得变更执行标的或停止对执行标的的执行。



DB11/T 467.2—202X

54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11 强制执行法院

代码：21020209/011

说明：各级强制执行法院。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12 强制执行法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9/012

说明：各级强制执行法院使用的统一标识。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13 强制执行日期

代码：21020209/013

说明：强制执行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0 经营异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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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1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

代码：21020210/001

说明：列异常名录的原因。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0.2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日期

代码：21020210/002

说明：列入异常名录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0.3 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原因

代码：21020210/003

说明：移出异常名录的原因。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0.4 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日期

代码：21020210/004

说明：移出异常名录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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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0.5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机关

代码：21020210/005

说明：列入异常名录的机关。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0.6 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机关

代码：21020210/006

说明：移出异常名录的决定机关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6.2.11.1 严重失信主体处罚部门

代码：21020211/001

说明：出具处罚文书的单位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 严重失信主体处罚内容

代码：210202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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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说明。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3 严重失信主体处罚类别

代码：21020211/003

说明：处罚的具体类型。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4 严重失信主体处罚时间

代码：21020211/004

说明：行政处罚决定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5 严重失信主体处罚截至时间

代码：21020211/005

说明：行政处罚决定的处罚结束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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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6.2.11.6 严重失信主体区域

代码：21020211/006

说明：组织注册登记所在的行政区域。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4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7 严重失信法律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

代码：21020211/007

说明：生效文书针对失信主体应履行义务内容的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8 严重失信案件性质

代码：21020211/008

说明：案件影响程度，如一般、严重、特定严重。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9 严重失信案号

代码：21020211/009

说明：案号是指用于区分各级法院办理案件的类型和次序的简要标识，由中文汉字、阿拉伯数字及

括号组成。法院等司法机关立案后，对收到案件根据案件的性质进行分类，并进行登记，所分配的案件

号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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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0 严重失信入库时间

代码：21020211/010

说明：数据信息进入数据库的年、月、日、时、分、秒。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1 严重失信移出时间

代码：21020211/011

说明：停止公示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2 严重失信主要或直接责任人姓名

代码：21020211/012

说明：亦称负责人、投资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经营者，是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主要负

责人，包括公司的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全民、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

的董(理)事长(执行董事)，各类企业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

合伙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主持经营者)。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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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6.2.11.13 严重失信主要或直接责任人证件类型

代码：21020211/013

说明：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或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4 严重失信主要或直接责任人证件号码

代码：21020211/014

说明：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或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号码。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5 严重失信惩戒事由

代码：21020211/015

说明：惩戒原因的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6 严重失信惩戒涉及金额

代码：21020211/016

说明：惩戒涉及的总金额数。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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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7 列入日期

代码：21020211/017

说明：决定列入联合惩戒的执行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8 严重失信惩戒认定依据

代码：21020211/018

说明：法律、法规、政策中的具体条款。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9 严重失信惩戒认定部门

代码：21020211/019

说明：出具认定文书的单位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0 严重失信惩戒有效期至

代码：210202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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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惩戒结束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1 严重失信惩戒是否公示

代码：21020211/021

说明：是否公示。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2 严重失信惩戒公示期至

代码：21020211/022

说明：公示最后一个自然日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3 严重失信惩戒文书号

代码：21020211/023

说明：认定的文件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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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24 涉严重失信惩戒主体是否已整改

代码：21020211/024

说明：是否整改。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5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退出

代码：21020211/025

说明：允许或不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退出。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6 严重失信惩戒状态

代码：21020211/026

说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存续状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7 退出严重失信惩戒名单原因

代码：21020211/027

说明：履约、履行义务或信用修复成功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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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8 退出严重失信惩戒日期

代码：21020211/028

说明：退出联合惩戒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 税费缴纳信息

6.2.12.1 纳税状态

代码：21020212/001

说明：正常缴纳、未缴纳、拖欠。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2 欠缴税种

代码：21020212/002

说明：欠缴税款的种类。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3 欠缴税款所属时段

代码：210202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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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企业欠缴税款统计的截止年月。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4 欠缴税额

代码：21020212/004

说明：欠缴税款的具体金额。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5 欠税补缴日期

代码：21020212/005

说明：欠缴税款补缴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6 税收滞纳金欠缴金额

代码：21020212/006

说明：税收滞纳金欠缴具体金额。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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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6.2.12.7 税收滞纳金欠缴起始日期

代码：21020212/007

说明：税收滞纳金欠缴的起始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8 欠缴税收纳金补缴日期

代码：21020212/008

说明：欠缴税收纳金补缴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9 欠税欠缴税收滞纳金记录机关名称

代码：21020212/009

说明：对企业欠缴税款、欠缴税收滞纳金行为进行登记的税务机关中文全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10 欠税欠缴税收滞纳金记录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12/010

说明：征缴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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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 社会保障信息

6.2.13.1 组织社会保险编号

代码：21020213/001

说明：单位社保编号是工作单位建立的社保登记编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2 社会保险类型

代码：21020213/002

说明：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类型。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3 参加养老保险人数

代码：21020213/003

说明：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

值域：

同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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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6.2.13.4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代码：21020213/004

说明：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5 参加医疗保险人数

代码：21020213/005

说明：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6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代码：21020213/006

说明：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7 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代码：21020213/007

说明：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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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8 参保缴费状态

代码：21020213/008

说明：参保缴费状态包括参保缴费、暂停缴费（中断）、终止缴费分类（终止缴费指当月非死亡终

止）及其他。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9 参保起始日期

代码：21020213/009

说明：参保缴费的起始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0 社会保险业务期别

代码：21020213/010

说明：社会保险业务期别。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1 社会保险登记机关

代码：2102021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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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经办机关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2 社会保险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13/012

说明：社会保险经办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3 社会保险登记日期

代码：21020213/013

说明：社保登记时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4 社会保险欠缴类型名称

代码：21020213/014

说明：拖欠公积金缴费的业务种类。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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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15 社会保险欠费开始日期

代码：21020213/015

说明：公积金欠费开始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6 社会保险欠费统计截止日期

代码：21020213/016

说明： 拖欠公积金缴费统计截止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7 社会保险欠费量

代码：21020213/017

说明：拖欠公积金缴费的统计数量。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8 社会保险欠费金额

代码：21020213/018

说明：拖欠公积金缴费的总计金额。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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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9 社会保险欠费认定机构

代码：21020213/019

说明：拖欠公积金缴费的认定部门。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20 社会保险欠费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 21020213/020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21 社会保险欠费认定日期

代码：21020213/021

说明：拖欠公积金缴费的认定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4 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6.2.14.1 社会公益活动名称

代码：210202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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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社会公益活动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4.2 社会公益活动类型

代码：21020214/002

说明：社会公益活动的类型。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4.3 社会公益活动日期

代码：21020214/003

说明：参与活动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4.4 社会公益资金金额

代码：21020214/004

说明：社会公益资金的全额。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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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6.2.14.5 社会公益活动经办机关名称

代码：21020214/005

说明：经办活动的机关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4.6 社会公益活动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14/006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3 公用事业类信息

6.3.1 公用事业缴费信息

6.3.1.1 欠缴类型名称

代码：21020301/001

说明：拖欠公用事业费的业务种类。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3.1.2 欠费开始日期

代码：21020301/002

说明：拖欠公用事业费开始的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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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3.1.3 欠费统计截止日期

代码：21020301/003

说明：拖欠公用事业费统计截止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3.1.4 欠费量

代码：21020301/004

说明：拖欠公用事业费的统计数量。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3.1.5 欠费金额

代码：21020301/005

说明：拖欠公用事业费的总计金额。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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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6 认定机构

代码：21020301/006

说明：拖欠公用事业费的认定部门。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认定部门

备注：

6.3.1.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301/007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3.1.8 认定日期

代码：21020301/008

说明：拖欠公用事业费的认定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4 评价类信息

6.4.1 信用评价结果信息

6.4.1.1 评价结果（或等级）

代码：21020401/001

说明：信用评价的分数或登记。

数据类型：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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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4.1.2 认定依据

代码：21020401/002

说明：法律、法规等具体条款。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4.1.3 认定机构名称

代码：21020401/003

说明：认定机构的法定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4.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401/004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4.1.5 认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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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21020401/005

说明：信用评价的认定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4.1.6 认定结果有效期

代码：21020401/006

说明：信用评价的认定结果的有效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4.1.7 当前状态

代码：21020401/007

说明：信用评价认定的当前状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4.1.8 状态变更日期

代码：21020401/008

说明： 状态发生变化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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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6.5 其他类信息

6.5.1 信用承诺及履诺信息

6.5.1.1 承诺日期

代码：21020501/001

说明：承诺书上的承诺年月。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2 承诺事由

代码：21020501/002

说明：针对失信或杜绝失信发生的内容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3 承诺对象

代码：21020501/003

说明：承诺对象单位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4 承诺对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5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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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5 承诺认定结果

代码：21020501/005

说明：承诺对象根据承诺内容履行情况的评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6 承诺处理日期

代码：21020501/006

说明：承诺对象根据承诺内容履行情况评价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7 信用承诺履行状态

代码：21020501/007

状态：是否履行信用承诺。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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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8 信用承诺未履行处理结果

代码：21020501/008

内容：承诺对象根据承诺内容未履行情况的评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9 信用承诺未履行处理时间

代码：21020501/009

日期：承诺对象根据承诺内容履行情况的评价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10 信用承诺未履行公示时间

代码：21020501/010

日期：承诺对象根据承诺内容履行情况的评价公示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11 信用承诺未履行撤下公示时间

代码：21020501/011

日期：承诺对象根据承诺内容履行情况的评价撤下公示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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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 政策性合同履行信息

6.5.2.1 政策性合同履行起始日期

代码：21020502/001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政策性合同履行起始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2 政策性合同履行截止日期

代码：21020502/002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政策性合同履行截止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3 合同信息类型

代码：21020502/003

说明：是指合同内容明确指向政策性质的合约，例如：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政策性保险合同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4 政策性合同名称

代码：210205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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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特质政策性合同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5 合同编号（合同对应的项目编号）

代码：21020502/005

说明：政策性合约文件的有效编号或合同明确对应的项目编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6 政策性合同内容

代码：21020502/006

内容：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政策性合同内容说明。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7 政策性合同协议机构（合同缔约方名称）

代码：21020502/007

说明：协议的创始成员称为缔约方。缔约方的官方名称即协议的创始成员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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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6.5.2.8 合同缔约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502/008

说明：缔约方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9 合同标段编号

代码：21020502/009

说明：标段编码是指项目方把一个项目分成若干子项目后，针对每个子项目进行的编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10 合同标的金额

代码：21020502/010

说明：标的金额指的是标的物（也就是指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物品、金钱、义务等）

数额，也就是物品的价值，金钱的数目。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11 合同签订日期

代码：21020502/011

说明：合约签署时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DB11/T 467.2—202X

85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12 合同有效期至

代码：21020502/012

说明：合约约定的有效截止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13 合同描述

代码：21020502/013

说明：协议主要内容的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14 证明附件

代码：21020502/014

说明：与合约相关或密不可分的证明文件，作为合同的共同组成部分的独立文件或证明材料。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4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15 政策性合同履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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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21020502/015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履行政策性合同的履行结果。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16 政策性合同公示日期

代码：21020502/016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政策性合同公示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3 信用修复信息

6.5.3.1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代码：21020503/001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交失信行为修复申请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3.2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代码：21020503/002

说明：失信案号或处罚的文书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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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名称：处罚文书号

备注：

6.5.3.3 信用修复文书号

代码：21020503/003

说明：信用修复的文书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3.4 信用修复结论

代码：21020503/004

说明：是针对失信主体提交的修复材料的一种评价结果描述，其中包含：修复成功、修复不成功或

不与修复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3.5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代码：21020503/005

说明：指信用修复结论为成功时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3.6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代码：21020503/006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交修用修复的决定机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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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3.7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503/007

说明：修用修复决定机构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4 异议信息

6.5.4.1 异议申请日期

代码：21020504/001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交异议申请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4.2 异议申请事由

代码：21020504/002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交异议申请的事件和理由说明。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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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3 异议处理机构

代码：21020504/003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交异议申请的处理机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4.4 异议处理结果

代码：21020504/004

说明：是信用主体提交异议申请处理的结果。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4.5 异议处理日期

代码：21020504/005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交异议申请的处理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5 投诉信息

6.5.5.1 投（申）诉日期

代码：21020505/001

说明：自然人或法人及其他组织进行投诉或申诉的日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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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5.2 投（申）诉事由

代码：21020505/002

说明：进行投诉或申诉的事由。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5.3 投（申）诉处理机构

代码：21020505/003

说明：对投诉或申诉情况进行处理的机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5.4 投（申）诉处理结果

代码：21020505/004

说明：投诉或申诉处理的结果。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5.5 投（申）诉处理日期

代码：210205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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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投诉或申诉处理的日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DB11/T 467.2—202X

92

附 录 A

（资料性）

数据项明细

法人和其他组织公信用信息目录共编列数据项 290 项，其中，基础登记类信息 72 项，

公共信用类信息 158 项，公用事业类信息 8项，评价类信息 8项，其他信息 44 项。

A.1 基础登记类信息

基础登记类信息有关数据项明细见表 A.1 。

表 A.1 基础登记类信息数据项明细表

信息项名称 数量 信息项名称 数量

主体识别信息 29项 关联组织信息 10项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5项 知识产权信息 19项

资质认定信息 9项

A.2 公共信用类信息

公共信用类信息有关数据见表 A.2 。

表 A.2 公共信用类信息数据项明细表

信息项名称 数量 信息项名称 数量

行政许可信息 12项 行政处罚信息 17项

行政强制信息 7项 行政征收信息 5项

行政监督检查信息 6项 行政确认信息 6项

行政奖励信息 14项 行政裁决信息 7项

司法裁判仲裁执法信息 13项 经营异常信息 6项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28项 税费缴纳信息 10项

社会保障信息 21项 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6项

A.3 公用事业类信息

公用事业类信息有关数据项明细见表 A.3。

表 A.3 公用事业类信息数据项明细表

信息项名称 数量 信息项名称 数量

公用事业缴费信息 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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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评价类信息

评价类信息有关数据项明细见表 A.4。

表 A.4 评价类信息数据项明细表

信息项名称 数量 信息项名称 数量

信用评价结果信息 8项

A.5 其他类信息

其他类信息有关数据项明细见表 A.5。

表 A.5 其他类信息数据项明细表

信息项名称 数量 信息项名称 数量

信用承诺及履行承诺信息 11项 政策性合同履行信息 16项

信用修复信息 7项 异议信息 5项

投诉信息 5项



DB11/T ××××—××××

94

参 考 文 献

[1] 《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2018年市政府令第280号）

[2]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应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京社信联办

发〔2021〕5号）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标准（2021年版）>的通知》（发改办财

金〔2021〕28号）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对<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2021年版）（征求意见稿）>和<全国失

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2021年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5] GB/T 22117—2018《信用 基本术语》

[6] GB 32100—2015《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7] GB/T 10113—2003《分类与编码通用术语》

[8] GB/T 39440—2020《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

[9] GB/T 21063.4—2007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4部分：政务信息资源分类》

[10]《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央网信办关于印发<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发改

高技〔2017〕1272号）

[11]GB/T 39441—2020《公共信用信息分类与编码规范》

[12]GB/T 39445—2020《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元》

[13]GB/T 39446—2020《公共信用信息代码集》

[14]DB11/T 1577—2018《行政处罚数据规范》

[15]《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4号）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6号）

[17]《个体工商户条例》(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6号，根据2014年2月19日国务院令第

648号《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 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

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

[18]《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国发〔2015〕50号）

[1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实施方案的复函》（国办函〔2016〕

74号）

[20]《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9年印发）

[21]《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2016年印发）

[22]《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2号公布 2019年4月3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2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

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

次修正 根据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官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21年1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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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11/T 467.2—202×

95

[2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中国”网站及地方信用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

用修复机制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9〕527号）

[2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实施方案的复函》（国办函〔2016〕

74 号）

[27]《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6〕33 号）

[2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法释〔2017〕7 号）

[2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

〔2020〕49 号）

[30]《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67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  次
	前  言
	公共信用信息目录  第 2 部分: 法人和其他组织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信用  credit
	公共信用信息 public credit information
	法人 legal entities
	其他组织 other organizations
	编码 coding
	代码 code

	4　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分类
	4.1　总则
	4.1.1　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分为以下五大类：基础登记类信息、公共信用类信息、公用事业类信息、评价类信息
	4.1.2　注册登记类信息是用以识别法人和其他组织基本状况的公共信息，包括主体识别信息、关联组织信息、高层管理人
	4.1.3　公共信用类信息是用以反映法人和其他组织主体在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在依法定职权行使的信息，在司法机关
	4.1.4　公用事业类信息主要指公用事业缴费信息。
	4.1.5　评价类信息是开展信用分级分类监管而对相关市场主体进行信用评价的结果信息。
	4.1.6　其他类信息是反映法人和其他组织除以上几类信息之外的其他信息。

	4.2　基础登记类信息 
	4.2.1　主体识别信息
	4.2.2　关联组织信息
	4.2.3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4.2.4　知识产权信息
	4.2.5　资质认定信息

	4.3　公共信用类信息
	4.3.1　行政许可信息
	4.3.2　行政处罚信息
	4.3.3　行政强制信息
	4.3.4　行政征收信息
	4.3.5　行政监督检查信息
	4.3.6　行政确认信息
	4.3.7　行政奖励信息
	4.3.8　行政裁决信息
	4.3.9　司法裁判仲裁执行信息
	4.3.10　经营异常信息
	4.3.11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4.3.12　税费缴纳信息
	4.3.13　社会保障信息
	4.3.14　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4.4　公用事业类信息
	4.5　评价类信息 
	4.6　其他类信息
	4.6.1　信用承诺及履诺信息
	4.6.2　政府项目合同履约信息
	4.6.3　信用修复信息
	4.6.4　异议信息
	4.6.5　投诉信息


	5　数据项规则
	5.1　数据项描述规则
	5.2　数据项编码规则
	5.2.1　总体编码规则
	5.2.2　目、细目代码

	5.3　数据类型的表述
	5.4　数据格式的描述

	6　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内容
	6.1　基础登记类信息
	6.1.1　主体识别信息
	6.1.1.1　组织名称
	代码：21020101/001
	说明：亦称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定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6.1.1.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101/002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统一代码
	备注：
	6.1.1.3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
	代码：21020101/003
	说明：亦称负责人、投资人、执行合伙社会组织事务的合伙人、经营者，是代表社会组织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4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类型
	代码：21020101/004
	说明：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备案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名称 。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5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号码
	代码：21020101/005
	说明：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备案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号码。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6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国别（地区）
	代码：21020101/006
	说明：主体登记、备案属地的国籍、地区。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40
	值域：
	备注：
	6.1.1.7　成立日期
	代码：21020101/007
	说明：亦称登记核准日期，是民政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社会组织法人营业执照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备注：
	6.1.1.8　注册地址（住所或机构地址）
	代码：21020101/008
	说明：亦称企业和其他组织的注册地址、分支机构地址、分支机构经营场所，是民政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并核准的社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400
	值域：
	同义名称：住所、机构地址
	备注：
	6.1.1.9　经营状态
	代码：21020101/009
	说明：企业包括经营状态包括存续、在业、吊销、注销、迁入、迁出、停业、清算等情况。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备注：
	6.1.1.10　注册资本（注册资金或开办资金）
	代码：21020101/010
	说明：亦称注册资本，注册资金，出资额，资金数额，指社会组织营业执照标识的注册资本(金)。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注册资金、开办资金
	备注：
	6.1.1.11　注册资本（注册资金或开办资金）币种
	代码：21020101/011
	说明：企业法人或社会组织法人注册资本(金)的币种。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GB/T 12406关于货币名称的要求。
	同义名称：币种
	备注：
	6.1.1.12　登记业务类型
	代码：21020101/012
	说明：个人独资公司，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GB/T 12402中的经济类型名称。
	同义名称：
	备注：
	6.1.1.13　核准日期
	代码：21020101/013
	说明: 亦称登记核准日期，是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发企业营业执照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14　业务范围（经营范围或宗旨和业务范围）
	代码：21020101/014
	说明：企业法人或社会组织法人机构经营范围或服务领域，从事的生产经营与服务项目的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1000
	值域：
	同义名称：营业范围、主营业务
	备注：
	6.1.1.15　行业代码
	代码：21020101/015
	说明：亦称国民经济行业代码，执行GB/T 4754规定。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16　登记管理部门（登记机关）名称
	代码：21020101/016
	说明：亦称营业执照发证机关，是企业和其他组织登记事项的核准机关中文全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17　有效期
	代码：21020101/017
	说明：是民政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企业法人以及社会组织经营期限和到期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18　联系电话
	代码：21020101/018
	说明: 企业的联系电话号码，包括固定电话号码和移动电话号码。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1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19　联系人
	代码：21020101/019
	说明: 企业的联系人。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0　主管单位
	代码：21020101/020
	说明: 主管单位从法律名词上直译为主要管理部门，针对现阶段而言比自身所在部门高一级的有直接管理权的单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1　资质证书编号
	代码：21020101/021
	说明: 资质证书的编号或号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2　资质名称
	代码：21020101/022
	说明: 资质证书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3　资质等级
	代码：21020101/023
	说明: 资质级别层次。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4　资质有效期
	代码：21020101/024
	说明: 有效时间。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5　资质许可内容
	代码：21020101/025
	说明: 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4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6　资质登记机关
	代码：21020101/026
	说明: 亦称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定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7　资质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101/027
	说明: 资质登记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8　登记日期
	代码：21020101/028
	说明: 注册登记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1.29　资质状态
	代码：21020101/029
	说明：有效或无效的状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　关联组织信息
	6.1.2.1　分支机构名称
	代码：21020102/001
	说明：亦称分支机构法定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2　分支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102/002
	说明：分支机构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3　分支机构负责人姓名
	代码：21020102/003
	说明：企业以及其它组织的分支机构中负责人姓名。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4　分支机构负责人证件类型
	代码：21020102/004
	说明：审批机关登记备案的身份证件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5　分支机构负责人证件号码
	代码：21020102/005
	说明：审批机关登记备案的身份证件号码。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6　集团名称
	代码：21020102/006
	说明：亦称集团法定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7　集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102/007
	说明：是集团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8　集团负责人姓名
	代码：21020102/008
	说明：集团负责人姓名。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9　集团负责人证件类型
	代码：21020102/009
	说明：审批机关登记备案的身份证件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2.10　集团负责人证件号码
	代码：21020102/010
	说明：审批机关登记备案的身份证件号码。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3　高层管理人员信息
	6.1.3.1　高管类型
	代码：21020103/001
	说明：企业法人的董事、监事、经理等信息和机关事业法人的领导，包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
	值域：GB/T 39446中的高管类型。
	同义名称：
	备注：
	6.1.3.2　高管姓名
	代码：21020103/002
	说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的姓名。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3.3　高管证件类型
	代码：21020103/003
	说明：审批机关登记备案的身份证件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3.4　高管证件号码
	代码：21020103/004
	说明：审批机关登记备案的身份证件号码。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3.5　高管国别
	代码：21020103/005
	说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的国籍。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4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　知识产权信息
	6.1.4.1　知识产权登记证号
	代码：21020104/001
	说明：知识产权登记证号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2　知识产权名称
	代码：21020104/002
	说明：知识产权登记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3　知识产权种类
	代码：21020104/003
	说明：知识产权登记的种类。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4　代理机构
	代码：21020104/004
	说明：是做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业务的单位，如专利申请，检索分析，异议申请，复审，无效，版权登记，商标注册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5　知识产权代理人
	代码：21020104/005
	说明：指代理当事人处理知识产权事务行为的从业人员，主要从事包括专利代理和商标代理，还包括版权登记代理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6　知识产权登记机关
	代码：21020104/006
	说明：各级知识产权局。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7　知识产权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104/007
	说明：各级知识产权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8　登记日期
	代码：21020104/008
	说明：知识产权登记时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9　质权人名称
	代码：21020104/009
	说明：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或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0　质权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104/010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1　质权登记期限
	代码：21020104/011
	说明： 知识产权质权登记的有效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2　质权状态
	代码：21020104/012
	说明：知识产权的状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3　质权登记日期
	代码：21020104/013
	说明：质权登记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4　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当事人
	代码：21020104/014
	说明：是指知识产权诉讼中以自己的名义要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或者法律关系、受人民法院裁判约束的起诉方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5　知识产权纠纷事由
	代码：21020104/015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交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事件和理由说明。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6　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结果
	代码：21020104/016
	说明：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结果。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4.17　知识产权转让登记
	代码：21020104/017
	说明：知识产权出让、受让登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备注：
	6.1.4.18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
	代码：21020104/018
	说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在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备案。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备注：
	6.1.4.19　企业产品标准公示
	代码：21020104/019
	说明：企业产品标准在标准化主管部门网站公示。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备注：

	6.1.5　资质认定信息
	6.1.5.1　资质证书编号
	代码：21020105/001
	说明：资质认定证书的编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5.2　资质名称
	代码：21020105/002
	说明：资质认定证书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5.3　资质等级
	代码：21020105/003
	说明：资质认定证书的等级。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5.4　资质有效起始日期
	代码：21020105/004
	说明：资质认定证书的起始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5.5　资质有效截止日期
	代码：21020105/005
	说明：资质认定证书的截止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5.6　资质登记机关
	代码：21020105/006
	说明：资质认定的机关。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5.7　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105/007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5.8　资质登记日期
	代码：21020105/008
	说明：资质认定证书的等级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1.5.9　资质状态
	代码：21020105/009
	说明：有效或无效。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　公共信用类信息
	6.2.1　行政许可信息
	6.2.1.1　行政许可决定书名称（行政相对人为机构时）
	代码：21020201/001
	说明：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代码：21020201/002
	说明：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　行政许可类别
	代码：21020201/003
	说明：一般许可和特殊许可、排他性许可和非排他性许可、独立的许可和附文件的许可、权利性许可和附义务的许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
	值域：GB/T 39446中的许可类别。
	同义名称：
	备注：填写普通、特许、认可、核准、登记或其他，如为“其他”，需注明具体类别。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登记信
	6.2.1.4　行政许可证书名称
	代码：21020201/004
	说明：行政许可证书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6.2.1.5　行政许可编号
	代码：21020201/005
	说明：行政许可证书编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 的编号。
	6.2.1.6　行政许可内容
	代码：21020201/006
	说明：行政许可详细内容。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4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填写行政许可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6.2.1.7　行政许可决定日期
	代码：21020201/007
	说明：填写做出行政决定的具体日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8　行政许可有效期自
	代码：21020201/008
	说明：填写行政许可决定的开始执行日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9　行政许可有效期至
	代码：21020201/009
	说明：填写行政许可决定的截止日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0　行政许可机关
	代码：21020201/010
	说明：填写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各级行政许可决定机关全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　行政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1/011
	说明：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各级行政许可决定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　行政许可当前状态
	代码：21020201/012
	说明：1 的含义为有效，2 的含义为无效。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　行政处罚信息
	6.2.2.1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行政相对人为机构时）
	代码：21020202/001
	说明：填写行政处罚决定文书编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2　行政处罚违法行为类型
	代码：21020202/002
	说明：行政相对人具体违反的某项法律法规。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GB/T 39446中的处罚类别。
	同义名称：行政处罚种类
	备注：
	6.2.2.3　行政处罚违法事实
	代码：21020202/003
	说明：行政相对人的主要违法事实。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4　行政处罚依据
	代码：21020202/004
	说明：用于描述认定违法事实和实施行政处罚，所依据的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关信息，包括依据编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5　行政处罚类别
	代码：21020202/005
	说明：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GB/T 39446中的处罚类别。
	同义名称：行政处罚种类
	备注：如为“其他”，需注明具体类别。
	6.2.2.6　行政处罚内容
	代码：21020202/006
	说明：填写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4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7　行政处罚失信等级
	代码：21020202/007
	说明：行政处罚决定的违法等级。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8　行政处罚罚款金额
	代码：21020202/008
	说明：处罚类别为罚款时则此项为必填项，需填 写罚款的具体金额。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万元”，精确到小数点后 6 位。
	6.2.2.9　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代码：21020202/009
	说明：没收违法所得。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10　行政处罚没收非法财物的金额
	代码：21020202/010
	说明：没收非法财物的具体金额。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单位为“万元”，精确到小数点后 6 位。
	6.2.2.11　行政处罚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
	代码：21020202/011
	说明：暂扣或吊销的证照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12　行政处罚暂扣或吊销证照编号
	代码：21020202/012
	说明：暂扣或吊销的证照证照编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13　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代码：21020202/013
	说明：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具体日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14　行政处罚有效期
	代码：21020202/014
	说明：填写行政处罚决定的截止日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15　行政处罚公示截止期
	代码：21020202/015
	说明：行政处罚决定在网上公示的截止日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2.16　行政处罚机关
	代码：21020202/016
	说明：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各级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全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处罚机关
	备注：
	6.2.2.17　行政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2/017
	说明：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各级行政处罚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3　行政强制信息
	6.2.3.1　强制执行方式（行政相对人为机构时）
	代码：21020203/001
	说明：强制执行方式包括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和其他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GB/T 39446中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
	同义名称：
	备注：
	6.2.3.2　行政强制执行理由
	代码：21020203/002
	说明：作出强制执行的理由。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3.3　行政强制执行依据
	代码：21020203/003
	说明：作出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依据。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3.4　行政强制执行措施
	代码：21020203/004
	说明：作出强制执行措施说明。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3.5　行政强制执行日期
	代码：21020203/005
	说明：作出强制执行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3.6　行政强制执行机关
	代码：21020203/006
	说明：作出强制执行的机关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3.7　行政强制执行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3/007
	说明：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的机关，使用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4　行政征收信息
	6.2.4.1　行政征收种类（行政相对人为机构时）
	代码：21020204/001
	说明：征收种类包括税收征收、资源费征收、建设资金征收、排污费征收、滞纳金征收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GB/T 39446中的行政征收种类。
	同义名称：行政征收种类名称
	备注：
	6.2.4.2　行政征收内容
	代码：21020204/002
	说明：行政征收事项的内容。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4.3　行政征收日期
	代码：21020204/003
	说明：出具行政征收文书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4.4　行政征收机关
	代码：21020204/004
	说明：作出行政征收决定的机关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6.2.4.5　行政征收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4/005
	说明：作出行政征收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5　行政监督检查信息
	6.2.5.1　行政监督检查形式
	代码：21020205/001
	说明：监督检查形式包括检查、调阅审查、调查、查验、检验、鉴定、勘验、登记、统计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
	值域：GB/T 39446中的监督检查形式。
	同义名称：
	备注：
	6.2.5.2　行政监督检查内容
	代码：21020205/002
	说明：监督检查的内容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5.3　行政监督检查结果
	代码：21020205/003
	说明：监督检查结果内容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5.4　行政监督检查日期
	代码：21020205/004
	说明：监督检查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5.5　行政监督检查机关
	代码：21020205/005
	说明：监督检查机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5.6　行政监督检查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5/006
	说明：监督检查机构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6　行政确认信息
	6.2.6.1　行政确认种类（行政相对人为机构时）
	代码：21020206/001
	说明：确认种类包括确定、认可、证明、登记、批准、鉴证、行政鉴定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GB/T 39446中的行政确认种类。
	同义名称：行政确认种类名称
	备注：
	6.2.6.2　行政确认事项名称
	代码：21020206/002
	说明：行政确认事项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6.3　行政确认内容
	代码：21020206/003
	说明：行政确认事项的内容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6.4　行政确认机关
	代码：21020206/004
	说明：作出行政确认机关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6.5　行政确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6/005
	说明：作出行政确认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6.6　行政确认日期
	代码：21020206/006
	说明：作出行政确认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　行政奖励信息
	6.2.7.1　行政奖励认定文书号（注：行政相对人为机构时）
	代码：21020207/001
	说明：行政奖励认定的文件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行政奖励决定书文号。
	备注：
	6.2.7.2　行政奖励名称
	代码：21020207/002
	说明：行政奖励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3　行政奖励事项
	代码：21020207/003
	说明：行政奖励的事项。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4　行政奖励形式
	代码：21020207/004
	说明：奖励形式包括发给奖金或奖品、通报表扬、通令嘉奖、记功、授予荣誉称号、晋级或晋职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
	值域：GB/T 39446中的奖励形式。
	同义名称：
	备注：
	6.2.7.5　行政奖励涉及金额
	代码：21020207//005
	说明：激励涉及的总金额数。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6　行政奖励授予日期
	代码：21020207/006
	说明：行政奖励授予起始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7　行政奖励有效期
	代码：21020207/007
	说明：行政奖励有效期截止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8　行政奖励授予机构
	代码：21020207/008
	说明：行政奖励授予机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9　行政奖励授予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7/009
	说明：行政奖励授予机构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备注：
	6.2.7.10　行政奖励认定依据
	代码：21020207//010
	说明：法律、法规、政策中的具体条款。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11　行政奖励认定部门
	代码：21020207//011
	说明：出具认定文书的单位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12　行政奖励有效期至
	代码：21020207//012
	说明：激励结束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13　行政奖励是否公示
	代码：21020207//013
	说明：是或否。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7.14　行政奖励公示期至
	代码：21020207//014
	说明：公示最后一个自然日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8　行政裁决信息
	6.2.8.1　行政裁决种类（行政相对人为机构时）
	代码：21020208/001
	说明：裁决种类包括侵权纠纷、补偿纠纷、损害赔偿纠纷、权属纠纷、国有资产产权、专利强制许可、经济补偿、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GB/T 39446中的行政裁决种类。
	同义名称：
	备注：
	6.2.8.2　行政裁决内容
	代码：21020208/002
	说明：依法作出裁决的内容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8.3　行政裁决事由
	代码：21020208/003
	说明：依法作出裁决的事由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8.4　行政裁决法律依据
	代码：21020208/004
	说明：作出行政裁决的法律依据。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行政裁决依据
	备注：
	6.2.8.5　行政裁决机关
	代码：21020208/005
	说明：作出行政裁决机关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8.6　行政裁决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8/006
	说明：作出行政裁决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8.7　行政裁决日期
	代码：21020208/007
	说明：作出行政裁决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　司法裁判仲裁执行信息
	6.2.9.1　案号（当事人为机构时）
	代码：21020209/001
	说明：案号是指用于区分各级法院办理案件的类型和次序的简要标识，由中文汉字、阿拉伯数字及括号组成。法院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2　立案时间
	代码：21020209/002
	说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3　当事人诉讼地位
	代码：21020209/003
	说明：诉讼地位是指在诉讼中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广义上，原告、被告、第三人是当事人；狭义上，第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4　案由
	代码：21020209/004
	说明：概括的纠纷内容或者事项。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5　判决结果
	代码：21020209/005
	说明：审判结果的书面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6　判决法院
	代码：21020209/006
	说明：各级人民法院。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判决法院名称、执行法院名称、强制执行法院名称。
	6.2.9.7　判决法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9/007
	说明：各级人民法院使用的统一标识。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8　判决日期
	代码：21020209/008
	说明：判决文书上的执行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6.2.9.9　强制执行方式
	代码：21020209/009
	说明：强制执行方式包括0=查询、冻结、划拨被申请执行人的存款；1=扣留、提取被申请执行人的收入查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GB/T 39446中的强制执行方式。
	同义名称： 
	备注：
	6.2.9.10　强制执行标的
	代码：21020209/010
	说明：执行标的是指人民法院应依据执行根据所确定的给付内容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执行，非依法定程序不得中止执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11　强制执行法院
	代码：21020209/011
	说明：各级强制执行法院。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12　强制执行法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09/012
	说明：各级强制执行法院使用的统一标识。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9.13　强制执行日期
	代码：21020209/013
	说明：强制执行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0　经营异常信息
	6.2.10.1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
	代码：21020210/001
	说明：列异常名录的原因。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0.2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日期
	代码：21020210/002
	说明：列入异常名录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0.3　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原因
	代码：21020210/003
	说明：移出异常名录的原因。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0.4　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日期
	代码：21020210/004
	说明：移出异常名录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0.5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机关
	代码：21020210/005
	说明：列入异常名录的机关。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0.6　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机关
	代码：21020210/006
	说明：移出异常名录的决定机关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6.2.11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6.2.11.1　严重失信主体处罚部门
	代码：21020211/001
	说明：出具处罚文书的单位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　严重失信主体处罚内容
	代码：21020211/002
	说明：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说明。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3　严重失信主体处罚类别
	代码：21020211/003
	说明：处罚的具体类型。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4　严重失信主体处罚时间
	代码：21020211/004
	说明：行政处罚决定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5　严重失信主体处罚截至时间
	代码：21020211/005
	说明：行政处罚决定的处罚结束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6　严重失信主体区域
	代码：21020211/006
	说明：组织注册登记所在的行政区域。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4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7　严重失信法律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
	代码：21020211/007
	说明：生效文书针对失信主体应履行义务内容的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8　严重失信案件性质
	代码：21020211/008
	说明：案件影响程度，如一般、严重、特定严重。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9　严重失信案号
	代码：21020211/009
	说明：案号是指用于区分各级法院办理案件的类型和次序的简要标识，由中文汉字、阿拉伯数字及括号组成。法院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0　严重失信入库时间
	代码：21020211/010
	说明：数据信息进入数据库的年、月、日、时、分、秒。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1　严重失信移出时间
	代码：21020211/011
	说明：停止公示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2　严重失信主要或直接责任人姓名
	代码：21020211/012
	说明：亦称负责人、投资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经营者，是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包括公司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3　严重失信主要或直接责任人证件类型
	代码：21020211/013
	说明：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或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5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4　严重失信主要或直接责任人证件号码
	代码：21020211/014
	说明：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或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号码。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5　严重失信惩戒事由
	代码：21020211/015
	说明：惩戒原因的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6　严重失信惩戒涉及金额
	代码：21020211/016
	说明：惩戒涉及的总金额数。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7　列入日期
	代码：21020211/017
	说明：决定列入联合惩戒的执行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8　严重失信惩戒认定依据
	代码：21020211/018
	说明：法律、法规、政策中的具体条款。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19　严重失信惩戒认定部门
	代码：21020211/019
	说明：出具认定文书的单位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0　严重失信惩戒有效期至
	代码：21020211/020
	说明：惩戒结束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1　严重失信惩戒是否公示
	代码：21020211/021
	说明：是否公示。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2　严重失信惩戒公示期至
	代码：21020211/022
	说明：公示最后一个自然日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3　严重失信惩戒文书号
	代码：21020211/023
	说明：认定的文件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4　涉严重失信惩戒主体是否已整改
	代码：21020211/024
	说明：是否整改。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5　是否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退出
	代码：21020211/025
	说明：允许或不允许通过信用修复提前退出。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6　严重失信惩戒状态
	代码：21020211/026
	说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存续状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7　退出严重失信惩戒名单原因
	代码：21020211/027
	说明：履约、履行义务或信用修复成功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1.28　退出严重失信惩戒日期
	代码：21020211/028
	说明：退出联合惩戒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　税费缴纳信息
	6.2.12.1　纳税状态
	代码：21020212/001
	说明：正常缴纳、未缴纳、拖欠。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2　欠缴税种
	代码：21020212/002
	说明：欠缴税款的种类。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3　欠缴税款所属时段
	代码：21020212/003
	说明：企业欠缴税款统计的截止年月。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4　欠缴税额
	代码：21020212/004
	说明：欠缴税款的具体金额。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5　欠税补缴日期
	代码：21020212/005
	说明：欠缴税款补缴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6　税收滞纳金欠缴金额
	代码：21020212/006
	说明：税收滞纳金欠缴具体金额。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7　税收滞纳金欠缴起始日期
	代码：21020212/007
	说明：税收滞纳金欠缴的起始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8　欠缴税收纳金补缴日期
	代码：21020212/008
	说明：欠缴税收纳金补缴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9　欠税欠缴税收滞纳金记录机关名称
	代码：21020212/009
	说明：对企业欠缴税款、欠缴税收滞纳金行为进行登记的税务机关中文全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2.10　欠税欠缴税收滞纳金记录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12/010
	说明：征缴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　社会保障信息
	6.2.13.1　组织社会保险编号
	代码：21020213/001
	说明：单位社保编号是工作单位建立的社保登记编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2　社会保险类型
	代码：21020213/002
	说明：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类型。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3　参加养老保险人数
	代码：21020213/003
	说明：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4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代码：21020213/004
	说明：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5　参加医疗保险人数
	代码：21020213/005
	说明：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6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代码：21020213/006
	说明：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7　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代码：21020213/007
	说明：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8　参保缴费状态
	代码：21020213/008
	说明：参保缴费状态包括参保缴费、暂停缴费（中断）、终止缴费分类（终止缴费指当月非死亡终止）及其他。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9　参保起始日期
	代码：21020213/009
	说明：参保缴费的起始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0　社会保险业务期别
	代码：21020213/010
	说明：社会保险业务期别。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1　社会保险登记机关
	代码：21020213/011
	说明：经办机关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2　社会保险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13/012
	说明：社会保险经办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3　社会保险登记日期
	代码：21020213/013
	说明：社保登记时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4　社会保险欠缴类型名称
	代码：21020213/014
	说明：拖欠公积金缴费的业务种类。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5　社会保险欠费开始日期
	代码：21020213/015
	说明：公积金欠费开始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6　社会保险欠费统计截止日期
	代码：21020213/016
	说明： 拖欠公积金缴费统计截止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7　社会保险欠费量
	代码：21020213/017
	说明：拖欠公积金缴费的统计数量。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8　社会保险欠费金额
	代码：21020213/018
	说明：拖欠公积金缴费的总计金额。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19　社会保险欠费认定机构
	代码：21020213/019
	说明：拖欠公积金缴费的认定部门。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20　社会保险欠费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13/020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3.21　社会保险欠费认定日期
	代码：21020213/021
	说明：拖欠公积金缴费的认定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4　社会公益活动信息
	6.2.14.1　社会公益活动名称
	代码：21020214/001
	说明：社会公益活动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4.2　社会公益活动类型
	代码：21020214/002
	说明：社会公益活动的类型。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4.3　社会公益活动日期
	代码：21020214/003
	说明：参与活动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4.4　社会公益资金金额
	代码：21020214/004
	说明：社会公益资金的全额。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4.5　社会公益活动经办机关名称
	代码：21020214/005
	说明：经办活动的机关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2.14.6　社会公益活动经办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214/006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3　公用事业类信息
	6.3.1　公用事业缴费信息
	6.3.1.1　欠缴类型名称
	代码：21020301/001
	说明：拖欠公用事业费的业务种类。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3.1.2　欠费开始日期
	代码：21020301/002
	说明：拖欠公用事业费开始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3.1.3　欠费统计截止日期
	代码：21020301/003
	说明：拖欠公用事业费统计截止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3.1.4　欠费量
	代码：21020301/004
	说明：拖欠公用事业费的统计数量。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3.1.5　欠费金额
	代码：21020301/005
	说明：拖欠公用事业费的总计金额。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3.1.6　认定机构
	代码：21020301/006
	说明：拖欠公用事业费的认定部门。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认定部门
	备注：
	6.3.1.7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301/007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3.1.8　认定日期
	代码：21020301/008
	说明：拖欠公用事业费的认定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6.4　评价类信息
	6.4.1　信用评价结果信息
	6.4.1.1　评价结果（或等级）
	代码：21020401/001
	说明：信用评价的分数或登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4.1.2　认定依据
	代码：21020401/002
	说明：法律、法规等具体条款。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4.1.3　认定机构名称
	代码：21020401/003
	说明：认定机构的法定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4.1.4　认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401/004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4.1.5　认定日期
	代码：21020401/005
	说明：信用评价的认定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4.1.6　认定结果有效期
	代码：21020401/006
	说明：信用评价的认定结果的有效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4.1.7　当前状态
	代码：21020401/007
	说明：信用评价认定的当前状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4.1.8　状态变更日期
	代码：21020401/008
	说明： 状态发生变化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　其他类信息
	6.5.1　信用承诺及履诺信息
	6.5.1.1　承诺日期
	代码：21020501/001
	说明：承诺书上的承诺年月。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2　承诺事由
	代码：21020501/002
	说明：针对失信或杜绝失信发生的内容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3　承诺对象
	代码：21020501/003
	说明：承诺对象单位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4　承诺对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501/004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5　承诺认定结果
	代码：21020501/005
	说明：承诺对象根据承诺内容履行情况的评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6　承诺处理日期
	代码：21020501/006
	说明：承诺对象根据承诺内容履行情况评价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7　信用承诺履行状态
	代码：21020501/007
	状态：是否履行信用承诺。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8　信用承诺未履行处理结果
	代码：21020501/008
	内容：承诺对象根据承诺内容未履行情况的评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9　信用承诺未履行处理时间
	代码：21020501/009
	日期：承诺对象根据承诺内容履行情况的评价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10　信用承诺未履行公示时间
	代码：21020501/010
	日期：承诺对象根据承诺内容履行情况的评价公示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1.11　信用承诺未履行撤下公示时间
	代码：21020501/011
	日期：承诺对象根据承诺内容履行情况的评价撤下公示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　政策性合同履行信息
	6.5.2.1　政策性合同履行起始日期
	代码：21020502/001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政策性合同履行起始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2　政策性合同履行截止日期
	代码：21020502/002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政策性合同履行截止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3　合同信息类型
	代码：21020502/003
	说明：是指合同内容明确指向政策性质的合约，例如：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政策性保险合同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4　政策性合同名称
	代码：21020502/004
	说明：特质政策性合同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5　合同编号（合同对应的项目编号）
	代码：21020502/005
	说明：政策性合约文件的有效编号或合同明确对应的项目编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6　政策性合同内容
	代码：21020502/006
	内容：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政策性合同内容说明。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7　政策性合同协议机构（合同缔约方名称）
	代码：21020502/007
	说明：协议的创始成员称为缔约方。缔约方的官方名称即协议的创始成员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8　合同缔约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502/008
	说明：缔约方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9　合同标段编号
	代码：21020502/009
	说明：标段编码是指项目方把一个项目分成若干子项目后，针对每个子项目进行的编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10　合同标的金额
	代码：21020502/010
	说明：标的金额指的是标的物（也就是指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物品、金钱、义务等）数额，也就是物
	数据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6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11　合同签订日期
	代码：21020502/011
	说明：合约签署时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12　合同有效期至
	代码：21020502/012
	说明：合约约定的有效截止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13　合同描述
	代码：21020502/013
	说明：协议主要内容的描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14　证明附件
	代码：21020502/014
	说明：与合约相关或密不可分的证明文件，作为合同的共同组成部分的独立文件或证明材料。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4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15　政策性合同履行结果
	代码：21020502/015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履行政策性合同的履行结果。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2.16　政策性合同公示日期
	代码：21020502/016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政策性合同公示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3　信用修复信息
	6.5.3.1　失信行为修复申请日期
	代码：21020503/001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交失信行为修复申请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备注：
	6.5.3.2　失信案号或处罚文书号
	代码：21020503/002
	说明：失信案号或处罚的文书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处罚文书号
	备注：
	6.5.3.3　信用修复文书号
	代码：21020503/003
	说明：信用修复的文书号。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3.4　信用修复结论
	代码：21020503/004
	说明：是针对失信主体提交的修复材料的一种评价结果描述，其中包含：修复成功、修复不成功或不与修复等。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3.5　信用修复完成日期
	代码：21020503/005
	说明：指信用修复结论为成功时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3.6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
	代码：21020503/006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交修用修复的决定机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3.7　信用修复决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21020503/007
	说明：修用修复决定机构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
	备注：

	6.5.4　异议信息
	6.5.4.1　异议申请日期
	代码：21020504/001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交异议申请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4.2　异议申请事由
	代码：21020504/002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交异议申请的事件和理由说明。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4.3　异议处理机构
	代码：21020504/003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交异议申请的处理机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4.4　异议处理结果
	代码：21020504/004
	说明：是信用主体提交异议申请处理的结果。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4.5　异议处理日期
	代码：21020504/005
	说明：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交异议申请的处理的年月日。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6.5.5　投诉信息
	6.5.5.1　投（申）诉日期
	代码：21020505/001
	说明：自然人或法人及其他组织进行投诉或申诉的日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5.2　投（申）诉事由
	代码：21020505/002
	说明：进行投诉或申诉的事由。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5.3　投（申）诉处理机构
	代码：21020505/003
	说明：对投诉或申诉情况进行处理的机构名称。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5.4　投（申）诉处理结果
	代码：21020505/004
	说明：投诉或申诉处理的结果。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6.5.5.5　投（申）诉处理日期
	代码：21020505/005
	说明：投诉或申诉处理的日期。
	数据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值域：
	同义名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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