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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晶莹
人无信不立，城无信不兴。
从 1987 年 8 月 8 日，杭州武林门一把大火把劣质温州鞋付之一炬；到 2002 年，
温州将每年的 8 月 8 日定为“诚信日”；再到今年，温州迎来第十九个“8·8 诚信日”，
30 多年来，温州历经“诚信”风雨的洗礼，诚信建设于危机中起步、在探索中奋进，
用行动不断擦亮
“信用温州”的金字招牌。
尤其是近年来，我市将信用作为城市发展战略之一，以信用建设高质量发展助
力新时代
“两个健康”先行区建设，全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不断强化信用在社
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守信联合激励机制，
营造出
“信用有价”
的良好社会氛围。2017 年，成功创成全国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2018
年，荣获全国“守信激励创新奖”；2019 年，
“信用+监管”
“信易贷”应用做法在全国
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上被评为优秀信用应用案例。
信用监管的“温州实践”持续探索；
“信用+”的“温州做法”坚持创新；
“温州制
造”的品质不断提升；
“诚信温商”
的形象深入人心；守信重诺蔚然成风……诚信，
已
然成为温州这座城市的重要生命线和温州建设
“重要窗口”
的靓丽风景线。

强化数据归集，
为信用应用提供支撑

+

监管﹄的温州模式持续创新——

与原先更多停留在思想层面的引导诚
信和宣传诚信不同，现代信用制度建设更注
重信用信息的数字化应用。要让无形的信
用“变现”，前提是让无形的信用“显形”。通
过大数据，将海量信用信息进行归集，打造
一体化的信用信息平台，是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的基础，是实施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前
提，
更是温州信用建设的一大创新点。
早在 2016 年，我市就以政府数字化转
型为契机，着力推动信用监管数字化、标准
化、体系化建设，率先启动建设信用信息综
合服务平台，打破数据“孤岛”，实现对信用
应用创新的支撑。
到 2017 年底，一个以市级平台为总枢
纽、11 个县（市、区）子平台为节点的一体化
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全面建成，实现全市范围
内 35.1 万家企业、1.4 万家政府机关、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等其他法人、80 万家个体工商
户和 832 万户籍人口信用档案全覆盖，共归
集 359 类约 17 亿条信用信息。平台通过“信
用温州”网站、公众号、数据接口等多种形式
为政府部门、社会公众提供信用信息一站式
查询。
“市信用信息综合平台依据法律法规设
置了不同的用户分类及相应的查询权限，用
户可以将查询到的信用信息及信用状况应
用到相关的场景中，作为日常生活中决策的
依据。”市信用办工作人员举例告诉记者，大
学毕业生准备去找工作时，可以通过该平台
查询应聘企业的信用信息，查看他们之前是
否存在拖欠员工工资的记录；两家企业在合
作前，可以在平台查询对方有无生效的判决
失信信息、查封信息等，规避风险。据统计，
目前信用信息综合服务平台累计为社会各
界提供查询服务达 2140 多万次。
有了数据库，就有了进一步的信用信息
共享共用。通过打通信用信息平台与其他
业务部门之间的桥梁，实现公共信用信息与
部门业务数据有效融合，使信用数据更具价
值和针对性，为部门实施精准监管、信用评
价、风险排查提供信息支持。
在市金融办，
“ 金融大脑”平台有效运
转，实时对全市工商注册登记的 25 万多家
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精准评价，对企业金融
风险进行排查预警。据介绍，
“金融大脑”平
台就是在信用信息平台共享的公共信用信
息的基础上，嫁接金融部门掌握的其他监管
信息而来，通过开展企业金融风险监测、风
险预警、信用评价，帮助银行业、金融机构和
相关金融组织辨别企业优劣，助力各类涉企
金融风险的及时发现、介入和处置，在我市
贷款不良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双降”工作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

﹃信用温州﹄点亮﹃重要窗口﹄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夯实，
﹃信用

小朋友们在“守诚信、讲文明”宣传活动
上签名。

世纪广场上这座
“世纪宝鼎”，
寓意
“信用温州，
一言九鼎”，
老百姓称它是
“诚信鼎”
。

注重数据应用，推行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近日，乐清市皇家花园酒店有限公司负责
人徐建财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提交贷款申请，不
到 10 分钟就立马获得了 100 万元的“云税贷”，
让他颇感意外和惊喜：
“ 无需抵押，无需担保，
凭借纳税记录便可获得可循环的信用贷款。”
“云上”贷款的顺利发放，得益于皇家花园
酒店良好的信用记录。建设银行温州分行银
税互动金融产品相关负责人介绍，
足额的纳税
记录可以印证酒店良好的经营情况，
而优质的纳
税信用则是酒店诚信守法的重要体现，
“根据授
权，
我们对企业的纳税数据、
征信记录、
经营业绩
等信息开展综合分析，
测算并授予合理的信用额
度，
帮助企业把信用资产转换为资金资产。”
对诚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利剑高
悬”
，这是温州创新信用监管始终秉持的原则。
为加大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管理，我市创
新将“信用+”作为信用监管的重点任务，以信
用手段再造监管流程，完善联合奖惩制度，提
高监管水平。
创新“信用+金融”，全面推广政府公共信
用信息和人行征信信息“双查询”机制，
推出各
类普惠金融
“信易贷”
产品，
让无形的信用变身真
金白银。在此基础上，
“政府+银行+企业”
的风险
共担模式应运而生，
全市融资担保机构为信用良
好民营和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在保余额达
106.4亿元，
有力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创新“信用+审批服务”，通过对接部门业

务办理系统和公共信用平台，在 6351 个政务审
批事项办理中全面应用信用信息，累计实施信
用核查 64 万余次，为 1.72 万守信主体提供容缺
受理、加快办理等便利措施，对 2217 个失信主
体实施不予办理、从严办理或重点监管等惩戒
措施。如在温州市产业政策奖励兑现系统中，
对 3.7 万余家市场主体进行 100%的信用核查，
为守信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精准发放国
家纾困补助资金 5.7 亿元，对 30 多例严重失信
对象实施限制。
创新“信用+执法监管”，通过将不同信用
评价等级的市场主体纳入对应的执法监管库，
实现与“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有机结合，依据
市场主体的信用级别，确定监管频率，在日常
监管过程中持续健全市场主体信用档案，进而
达到动态调整监管计划的目的。
创新“信用+行业监管”，推进各行业主管
部门归集公共信用数据、行业管理数据和主体
基础数据，设计本行业（领域）的行业信用评
价，作为实施行业分类分级监管的重要依据。
如 市 税 务 局 ，为 全 市 217594 户 企 业 纳 税 人、
403040 户个体及其他类型纳税人和 501 家涉税
中介机构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对于评出信用等
级优秀的 23340 户 A 级纳税人采取增领税务发
票、容缺受理、发票邮寄等激励措施；对 46640
户信用等级为 D 的纳税人实施限供发票、从严
审核、加强监督检查等惩戒措施。

● 1991 年，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
“质量立市”的发展战略，并以此为切入口
拉开温州信用体系建设序幕。
● 1996 年，温州市委、市政府赋予“质
量立市”以新内涵，即“质量立市、品牌兴
业”
。
● 2002 年，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决议将
每年的 8 月 8 日设立为温州的“诚信日”。
市政府成立“信用温州”建设领导小组，信
用办设在市政府办公室。
● 2005 年，印发《温州市现代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规划方案》。
● 2006 年，温州市企业信用信息交换
平台正式启用。
● 2007 年 8 月 8 日，在杭州武林门广
场举办，温州企业家共同点燃了“诚信之
火”
。

● 2013 年，获批成立人民银行征信中
心温州分中心，标志着温州成为全国首个
拥有征信分中心的地级市。

“瓯江分”达 650 分的市民，可每两个月领
取一次温州市百姓健身房的免费健身券；在龙
湾，瓯江分达到 650，在公共停车位可享受“先
驶离后付费”
以及停车费打八折的激励政策；
在
泰顺，
“瓯江分”达 700 分（含）以上，可享受泰顺
香洲开元大酒店、温州氡泉承天大酒店等免押
金
“信用住”
优惠……
为提升信用优良市民的获得感，在全社会
树立起褒奖诚信的价值导向，
去年，
我市正式上
线个人诚信分（瓯江分），成为温州深化全国守
信激励创新试点，推动“信用温州”建设实质性
突破的又一新举措。
“瓯江分”
是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归集的个
人信用信息为数据基础、以科学合理的综合评
价模型为量化依据得出的信用评分，具体评价
涉及 5 大维度 50 多个细化指标，并需要提前获
得个人授权。市民通过参加志愿者活动、参加
义务献血、好人好事、完善个人信息资料、修复
个人不良记录等措施，都可以有效地提高个人

的
“瓯江分”
；而如有失信行为则会被扣去
“瓯江
分”
。
市信用办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 瓯江
分”
的应用按照
“只限于个人、只限于民生领域、
只限于正向激励”
的总体原则，
第一批主要应用
于图书借阅、公共停车、旅游服务、体育健身和
金融服务五大场景，
后续将不断拓展应用场景，
如在医疗服务、公交出行等更多公共服务领域
应用“瓯江分”，并引导金融机构、商业服务机
构、行业协会等各类社会机构参考
“瓯江分”，
开
发基于个人信用的
“信易贷”
“信易行”
“信易购”
等多元化的信用服务产品。
值得一提的还有，今年 8 月 3 日，温州、金
华、湖州、嘉兴四地发改委（信用办）在嘉兴共同
签署信用惠民应用场景互认互通合作协议，联
合建立个人信用互认、重点场景无差别化应用、
应用信息共享、合作交流等四项机制，
这就意味
着，
今后，
温州市民凭
“信用码”
在金华、湖州、嘉
兴可享
“同城待遇”
。

深化信用体系建设，
进一步擦亮
“信用温州”
品牌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 1987 年 8 月 8 日，5000 多双温州产
劣质皮鞋在杭州武林门付之一炬，引发了
温州对质量的追求，
对
“信用”
的思考。

● 2012 年，领导小组调整为“温州市
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暨
‘信用温州’建设领导小组”，全面启动争
创信用示范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在市发改委，温州市信用信息中心调整
至市发改委。同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列
入温州金融改革试验 12 项任务之一。

创新推出
“瓯江分”
，让守信市民更有获得感

温州市个人诚信分——瓯江分上线试运行。

大事记

● 2011 年，温州建成并启用个人信用
信息系统。

学生佩带红绶带上街分发
“守诚信
守诚信、
、
讲文明”
讲文明
”
宣传资料。
宣传资料
。

市民们参加
“8.8 诚信日”
主题宣传活动。

“信用温州”
建设

前不久，位于苍南的浙江敦豪斯五金工业
有限公司在税务部门手把手的帮助下，发起信
用修复流程，通过信用承诺、行为纠正等一系列
动作，迅速完成信用等级修复，为其参与国内大
型招标项目扫除了“拦路虎”，使得这家外贸企
业在当前的特殊形势下及时“出口转内销”，稳
住了企业发展。
为减小疫情对温企的冲击，助力企业开拓
市场，今年以来，我市启动信用容缺机制，主动
为符合条件的企业修复信用污点，数据统计显
示，复工复产过程中，我市共为企业实施信用修

复 661 例，有效解决了部分失信企业在申领政策
资金奖补、社保费返还、缓缴和有关行政审批等
方面的信用难题，
颇受企业好评。
这是温州以信用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
生动案例和一大有力举措。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社会信用体系向
来是营商环境评价的核心和基础因素。
近年来，我市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坚持
把信用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在日前我市作出的
《关于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建设全国民营经济
示范城市的决定》中，就提到围绕“信用温州”等

● 2014 年，印发《温州市信用信息管
理暂行办法》
《温州市信用服务机构管理
办法》
《温州市企业信用联合奖惩办法》和
《温州市百佳诚信企业评选办法》等四项
信用管理制度。
● 2015 年，经国家发改委和人民银行
批复同意，温州跻身全国首批 11 个创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 2016 年，获评“十二五”商业信用环
境优秀城市，全国地级市排名第三；发布
《温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三五”规
划》；
《温州市失信黑名单管理办法》正式
实施。
● 2017 年，获评“城市信用建设创新
奖”；
《中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评价报告
2017》显示，温州在 2016 年全国 259 个地
级市中综合信用指数排名第三；创成全国
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 2018 年荣获全国“守信激励创新
奖”
。
● 2019 年“信用+监管”
“信易贷”应
用做法在全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上
被评为优秀应用案例。

建设，全力护航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健全
“政府承诺+社会监督+失信问责”
机制，
严格兑现
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
建立
政府失信记录，
构建政务失信责任追溯和惩戒机
制；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强
化重点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税务、工程建
设、招标投标、医疗保障等重点领域开展信用评
价、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等。
信用建设依然在路上。在温州全力创建新
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建设全国民营经济示
范城市、深入对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
征程上，我市将继续强化信用联动、深化“信易
贷”、推广温州城市个人诚信分、加大失信整治
力度，进一步深化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城市建设，
持续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
公信建设，全面提高全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