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信用办 匚⒛ 18〕 23号

关于我市建立信用承诺机制的通知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各 区县人 民政府
办公室,高 新 区、经济开发 区、文昌湖 区管委会办公室

:

信用承诺制度是 构建 以信用 为核 心 的新型市场监管机
制的重要内容 ,是 实行宽进严管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促进
市场公平竞争、释放 市场 主体 活力的重要举措 ,是 推动市场
主体 自我约束 、诚信经营的重要抓 手。为贯彻落实 《淄博市
人 民政府关于建 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加速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淄 政发 匚2017〕 13号

)、

《中共淄博市委办公 厅 淄博市人 民政府办公 厅 印发 (关 于
“
”
“
深化 一次 办好 改革打造 三最”城市升级版实施方案)
的通知》 (厅 发 匚zO18〕 31号 )等 文件关于建 立信用承诺制

的要求 ,推 进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现 就全面建 立信
用承诺机制通知 如下:

"

一 、建立信用承诺制度的单位
(一 )具 有市场 监管 职能的工商 、安全生产 、食 品药品、

ˉ 品 量、
房地产 、建筑市场 、环保 、公共资源交易 、消防
产 质
等行 业主管部 门

;

(二 )具 有政策扶持 、资金补贴 、仲裁 、司法公 正、鉴

定 、认证 、资质 认定 等职能的主管部 门和行 业组织
(三

;

)行 业组织 、人事管理等主管部 门

(四 )其 他根据 业务需求需要建 立信用承诺机制的单位 。

二 、信用承诺的对象
(一 )申 请 工 商注册的企业、 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市 场

准入前的企业 、个体 工商户 、农村专业合作社

;

(二 )申 请政策扶持 、资金补贴 、认 证 、资质 认定 的企

业 、个体 工商户 、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 自然人

;

(三 )申 请司法诉讼 、行政仲裁 、司法公 正、鉴定等事

项的双方 当事人
(四

;

)其 他需要信用承诺的对象 。

三、信用承诺的内容
(一 )承 诺本单位 (个 人 )提 供给注册登 记部 门、行 业
管 理部 门、 司法部 门及行 业组织的所有资料均合 法 、真实 、
有效 ,并 对所提供资料 的真实性负责
(二 )承 诺本单位 (个 人 )严 格依 法开展 生产经 营活动
;

,

主动接受行 业监管 ,自 愿接受依 法开展的 日常检查 ;违 法失

信经营后将 自愿接受约束和惩戒 ,并 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三 )承 诺本单位 (个 人 )自 觉接受行政管理部 门、行
;

业组 织 、社会公众 、新闻舆论的监督
(四

;

)承 诺本单位 (个 人 )将 按照信用管 理要求 ,按 照

规定通过淄博市信用信 `憝 公 示系统向社会公 示信 `憝
(五

;

)承 诺本单位 (个 人 )不 制假售假 、商标侵权 、虚

假宣传 、违约毁约 、恶意逃债 、偷税漏税 、价格欺诈 、垄断
和不正 当竞争 ,守 合 同、重信用 ,维 护经营者 、消费者的合
法权 益
(六 )根 据部 门、行 业管 理规定需要作 出的其他承诺 。
;

四 、信用承诺的程序
(一

)承 诺书确定 。 《淄博市+,k领 域信用承诺书》 (以

下简称 《信用承诺书》 )由 建 立信用承诺制度的部 门、行 业
组织等根据行 业管 理 需要制定格式化文本

;

(二 )组 织承诺 。主管部 门和行 业组织应告知行政相对

人或服务对象 以快捷高效的方式取得规范的 《
信用承诺书》
,

或在服务窗 口提供纸质 《
信用承诺书》文本 ;有 关部门和行
业组织应指导行政相对人或服务对象在办理业务时按照 《
信
用承诺书》进行承诺

;

(三 )信 用存档 。《
信用承诺书》由信用承诺对象填写

,

信用承诺对象为企业 的,应 经法定代表人 (或 负责人 )签 字

;

《
信用承诺书》 一式两份 ,一 份 由信用承诺对象留存 、一份
交接受承诺的部 门或行 业协会保存 ;法 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 、
主体名称发 生变更的应 当重新做 出信用承诺 。接受承诺的部

门或行 业协会要及 时将 《
信用承诺书》的 电子版 (将 扫描后
的信用承诺书格式转为。jpg图 片格式J然 后将图片命名为该
企业在工商局或其他部门注册登记 的全称 ),报 送至 “
信用
中国 (山 东淄博 )” 。
五、信用承诺的应用
(一 )信 用公 示。主管部门要及 时将市场 主体和行 业协

“
会的信用承诺情况通过 信用 中国 (山 东淄博 )” 网站向社
会公 示

;

(二

)分 类监管 。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应将信用承诺纳

入 市场 主体信用 记录 ,作 为对市场 主体事中事后监管 、实施
行 业信用分类监管的重要依据
(三

;

)扶 持政策 。将市场 主体是 否进行信用承诺作为确

定扶持对象的参考 ;把 市场 主体是 否遵守信用承诺作为挟持
政策延续或 中止的重要参考
(四

;

)考 核评定 。将市场 主体是 否遵守信用承诺作为表

彰奖励 、评先评优 、资质评定的参考

;

(五 )以 其他方式应用 。

六、建立信用承诺责任机制
(一 )明 确责任 。主管部门和行 业组 织的信用体系建设

分管领导是本单位信用承诺制度的责任人 ;负 责组织信用承
诺制度在本单位 的实施和应用

;

(二 )告 知原则 。应加强信用承诺的引导和宣传 ,积 极

推进市场 主体 自愿开展信用承诺工作 ;应 告知行政相对人和
服务对象信用承诺将纳入市场 主体信用记录 ,接 受社会监督

,

并作为事中事后监管的参考

;

(三 )加 强督导。市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将会

同有关部门对行 业主管部门和有关组织建 立信用承诺制度 、
开展信用承诺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对 各单位建 立信用承诺制
·
度 、组织开展信用承诺情况进行通报,并 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考核 内容 ,确 保信用承诺制度落到实处。
市有关部门、各 区县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 、新问
题 ,请 及 时反馈市发展改革委财金处 ,联 系 电话:3182709、
3161756, 耳
关乡
第
条由
阝
卣: xinyongziboa163。

c。 m。

附件 :1、 淄博市企业 (协 会 )信 用承诺书 (供 参考 )

市社会信
(

孓艮魏

议办公室
章
6日

)

附件 ⒈

淄博市企业 (协 会 )信 用承诺书 (供 参考 )
为营造诚实守信 的信用环境 ,树 立诚信 守法经 营形象
本单位公 开向社会郑重承诺

,

:

(一 )严 格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 、规章和政策规定 ,依

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
(二

)主 动接受政府 、行 业组织、社会公众 、新闻舆论

的监督 ,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 。
(三

)本 单位提供给行政监管部门、司法部 门及行业组

织的所有资料均合 法 、真实 、准确和有效 ,无 任何伪造修 改
和虚假成分 ,对 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
(四 )自 觉约束本单位企业法人代表 、董事 、监事 、高

管积极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 ,维 护 良好 的个人信用 记 录。
(五 )自 我约束 、 自我管理 ,守 合同、重信 用 ,不 制假

售假 、不商标侵权 、不虚假宣传 、不违 约毁约 、不恶意逃债 、
不偷税漏税 、不价格欺诈 、不垄断和不正 当竞争等 ,维 护消
费者的合 法权益。
“
(六 )同 意本 《
信用承诺书》通过 信用 中国 (山 东淄
博 )” 官网向社会公 开 。
承诺单位 (盖 章 )∶
法定代表人
承诺 日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