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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信用办〔2022〕11 号

关于开展“企业承诺信息归集”和“注册信易

贷平台”工作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运城市开发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

室，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及市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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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 促进

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1〕52 号）等

文件精神，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出台了新版《城市信用状况监

测预警指标（2022 年版）》，以逐月对全国地级城市进行考评

排名通报来推进信用工作。“企业承诺信息归集”、“注册信易



2

贷平台”、“信贷规模增速”是重要的考核指标内容。为把这三

项指标考评好，决定在全市开展“企业承诺信息归集”和“注册

信易贷平台”工作专项行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行动时间

2022 年 5 月 25 日至 2022 年 8 月 24 日。

二、专项行动内容

（一）企业信用承诺信息归集。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8 月

期间，市场主体在办理行政许可事项中所产生的行政类信用承诺

信息（审批替代型、容缺受理型、信用修复型）；行业协会、商

会等发起的在本协会、商会成员中组织开展的行业自律型承诺信

息；市场主体为彰显诚信主动向社会公开的公示型综合信用承诺

信息，以及在产品质量与服务等专项方面的承诺信息；行政机关

根据有关法规文件实际开展的其他类型信用承诺信息。

（二）履约践诺情况信息归集。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8 月

期间，各级行政机关或行业组织根据市场主体作出的信用承诺，

开展监管检查，对兑诺践诺情况进行客观评价，按照信息统一格

式归集履约践诺信息，报送“信用中国（山西运城）”平台系统，

纳入该主体信用记录，依法公开共享。

（三）注册信易贷平台。充分发挥“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

信用服务平台”的“融资产品超市”作用，切实缓解企业发展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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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难题，广泛宣传动员辖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全国信

易贷·运城”平台进行实名注册，发布资金需求，加强银企互动，

促成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

三、专项行动形式

根据工作预案，市信用办委托第三方机构“山西绿之盾信用

服务有限公司”督促帮助全市各有关单位开展“企业承诺信息归

集”和“注册信易贷平台”工作专项行动。

四、专项行动目标任务

（一）企业信用承诺信息归集目标任务：各单位向“信用中

国（山西运城）”网站归集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信用承诺，归

集数量与我市企业（含个体工商户）总量的比值大于 1。

（二）履约践诺情况信息归集目标任务：归集企业（含个体

工商户）履约践诺情况信息数量与信用承诺信息数量的比例达到

80%以上。

（三）注册信易贷平台目标任务：至 8 月底融资平台注册企

业数量达到辖区内中小微企业总量的 50%以上，即注册平台企业

数量达到 6 万家以上（全市企业数总量约 11 万家）。

五、专项行动有关要求

（一）受委托单位要组成工作专班并对参加行动人员进行业

务培训，熟练掌握业务技能，制定详细工作方案，采取有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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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协助有关部门（单位）指导企业（个体工商户）开展相关

业务，完成目标任务。

（二）各县（市、区、开发区）信用办及市直有关部门要全

力配合开展专项行动，协调联系相关企业，各单位要指定专人与

受委托方联络配合专项行动，确保完成信用承诺信息归集和注册

信易贷平台相关工作任务。

（三）各县（市、区、开发区）信用办要主动和专项工作服

务人员沟通联系，确定对接相关事宜。组织开展专项工作协调推

进会，通过媒体、微信等方式宣传或转发“信易贷”平台注册指

南。

（四）专项行动服务人员交通费、餐费自理，并自觉做好自

身防疫工作。

（五）受委托方对在专项行动工作中不主动、不理睬、不配

合影响完成目标任务的有关部门单位，及时向县级信用办反映，

并向市信用办报告，市信用办将在专项行动阶段性工作情况通报

中予以点名批评。影响特别恶劣的，将向市政府报告，并提交市、

县（区、开发区）纪委监委进行责任追究。

（六）市信用办每两周对全市开展专项行动情况按照完成目

标任务占比等指标进行通报排名，通报通过 OA 系统发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运城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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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运城市市场主体一览表

2.市场主体主动公示型的综合信用承诺

3.归集信用承诺及履约践诺信息操作流程

4.信用承诺及履约践诺信息报送格式及数据标准

5.信易贷平台注册指南

运城市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26 日

（此文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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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运城市市场主体一览表

序号 县区 企业（数量）
个体工商户

（数量）

农业合作社

（数量）
小计

1 盐湖区 31557 68047 1357 100961

2 河津市 10552 33510 771 44833

3 临猗县 6949 28453 2010 37412

4 永济市 7212 25061 1040 33313

5 新绛县 4675 25221 885 30781

6 闻喜县 7556 21859 1380 30795

7 运城开发区 10606 19463 20 30089

8 芮城县 4500 20374 1107 25981

9 稷山县 4840 18681 800 24321

10 绛 县 5246 17857 1027 24130

11 万荣县 4796 17346 1618 23760

12 夏 县 3641 13284 1190 18115

13 平陆县 3632 12369 580 16581

14 垣曲县 3690 11110 756 15556

15 市本级 3636 3636

合 计 113088 332635 14541 46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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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信用承诺书

为加强企业（个体工商户）诚信自律，逐步建立诚信经营长

效机制，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我单位做出郑重承诺，自愿授权

政府部门信用网站公开承诺内容，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并同意将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纳入本单位信用记录。

一、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行

业规范。

二、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与同行保持良好的

竞争与合作，不搞不正当竞争。

三、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严格履行承诺、信

守合同、依法经营。

四、不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欺诈、哄骗和损害消费

者利益。

五、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对消费者的投诉及

时回应。

六、加强企业管理，开展诚信教育培训，将诚信经营作为全

体员工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培育积极向上的诚信文化。

七、积极参加相关公益活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八、自愿接受社会各界对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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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旦发生违法失信行为，主动承担违法责任、消除社会

影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承诺单位（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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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归集信用承诺及履约践诺信息操作流程

1.进入信用中国（山西运城）网站，点击“数据报送”。输

入本单位的账号和密码，完成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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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信用平台管理系统后，点击左侧工具栏的“应用系

统”，再点击“信用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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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信用承诺”界面，共有 3 个栏目。

（1）“承诺事项”栏目为现有的信用承诺书模板，可以下

载和使用。在搜索栏搜索需要的承诺书名称，找到后点击“下载”。

（2）“集体承诺”栏目用于上传信用承诺信息，点击“新

增承诺”，在右侧弹出的界面录入相关信息，带“*”为必填项，

具体数据标准见《信用承诺信息报送格式及数据标准》Excel 表

中的信用承诺数据标准，录入完毕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提交”

即上传完成。

（3）“履约践诺”栏目用于上传信用承诺履约践诺信息，

点击“新增”，在右侧弹出的界面录入相关信息，带“*”为必

填项，具体数据标准见《信用承诺信息报送格式及数据标准》

Excel 表的信用承诺履约践诺情况信息数据标准，录入完毕后点

击页面右下角的“提交”即上传完成。

“承诺事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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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承诺”界面

“履约践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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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信用承诺数据标准

序
号

承诺人
名称

承诺人
类别

承诺人代码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承诺
类型

承诺
事由

承诺
内容

违诺
责任

承诺
作出
日期

承诺
有效
期

承诺
受理
单位

承诺受
理单位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公开
类型

承诺书
文件

备
注

信用承诺履约践诺情况信息数据标准

序
号

承诺人
名称

承诺人
类别

承诺人代码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承诺
类型

承诺
事由

承诺
作出
日期

承诺
履行
状态

未履
行的
承诺
内容

违诺
责任
追究
内容

践诺
情况
认定
日期

践诺
情况
认定
单位

践诺情况
认定单位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公开
类型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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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手机端用户操作流程

1.扫描二维码进入，关注微信公众号“信易云”，点击左下

角的“信易贷”—“我要融资”—（切换定位为运城）—“我的”

—“登陆”—“注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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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完成后，点击“我的”→“我的企业，”上传企业营

业执照、法人身份证件、经办人身份证件（可与法人一致）完成

实名制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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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实名制后点击“首页”，即可根据自身融资需要点击

“发布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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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或点击首页“金融超市”选择相应的金融产品“立即申请”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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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客户端操作流程指南

1.百度搜索“信用运城“打开首页官网，点击飘窗”全国中

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示范平台“，服务站点选择山西省——

运城市，点击企业注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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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完成后进入平台完成实名制认证，上传企业营业执

照、法人身份证件、经办人身份证件（可与法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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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实名制注册后，可根据自身融资需要点击“发布融资

需求”；

4.或点击首页“金融超市”选择相应的金融产品“立即申请”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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