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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信用建设标准化，

不断完善信用制度建设

2016年 4月， 我市获批国家第二
批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市。创建
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
程。

期间，我市注重从制度层面推动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
化，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淮北市创建
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实施
方案》《关于对行政机关、党员和公职人
员失信行为予以惩戒的办法》《淮北市
信用镇、信用村、信用户评定办法》等一
系列文件。
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

司法公信等四大领域，我市不断建立起
完善信用承诺制度、“红黑名单”管理制
度和分级分类监管制度。 截至目前，已
制定相关领域管理制度 100多个，涵盖
20多个领域。
社会信用服务中心应运成立，这个

机构主要负责全市信用信息归集、共
享、交换等工作。在此基础上，多部门相
互协作、市县区协同联动，形成了全市
上下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2016年起，
我市还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纳入市委
市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

围绕信用信息扩围化，

大力推进信用平台建设

构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机制
是信用平台建设的基础。
据市社会信用服务中心数据，我市

信用平台已归集包含自然人、法人和社
会组织信用信息数据量 4.21 亿余条，
实现了市各相关部门和县区 “红黑名
单”等信用数据实时共享。

这样一个海量的信息数据量，来自
于我市不断围绕信用信息扩围化，大力
推进信用平台建设，拓展优化信用平台
功能，突出信用信息采集归集和共享应
用。
依托智慧城市建设， 我市融合公

安、民政、人社等行政部门以及公共企
业事业单位数据，归集各类主体信用信
息，建成以“一网三库一平台”为核心的
信用信息系统，实现了对上接入国家和

省信用平台、对下贯通一县三区、横向
连接市直部门的立体化互联互通。

“一网”是“信用淮北”网站；“三库”
分别是自然人、法人和社会组织、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库；“一平台”是公共信用
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信用信息扩围化还远不止于此，

我市先后出台公共信用信息归集规
范管理办法、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服务
数据提供交换规范等文件，依法全量
归集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经营
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等
信息，常态化更新行政许可和行政处
罚信用信息，强化信用平台“双公示”
水平。
截至发稿时，我市累计归集“双公

示”信息 32万条，并全量上报“信用中
国”“信用安徽”网站，基本实现“双公
示”数据的“全覆盖、无遗漏”。

围绕信用应用产品化，

持续推动信用应用创新

建设信用体系， 归根结底要落实

在“用”上。
信用是获得信任的资本，只有获得

信任、使用信任，才能实现生产生活的
便利，而有了信用就有了实现这种便利
的资本。
我市以 “爱淮北”APP为载体探索

信用停车、信用诊疗、信用阅读、信用借
还等试点应用，着力打造“城市+信用”
模式，不断提高市民的幸福指数。

积极探索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
开发城市级综合信用产品和应用场景，
创新开发“淮北信用分”，并将其纳入到
公交车出行、租赁图书、消费购物等公
共服务中，让市民切身体会到“诚信让
生活更便利”。
为了帮助企业融资， 以信用 “换”

钱，我市积极开发“信易+”产品。 如开
发“信易贷”产品，已建成小微企业信
用信息服务平台，采集工商、税务、商
务等部分市直部门涉企信息以及银
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
等金融机构的信贷信息、 企业生产经
营信息等，涵盖 2万多家小微企业，探
索推出小微快贷、 银政通、 信 e贷等
“信易贷” 贷款产品，2018年共发放各
类“信易贷”贷款 165.92亿元。

积极与科讯金服、中国农业银行淮
北分行合作，发布首款基于政务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智慧金融 ”产
品———“万家 e贷”， 已授信 27笔、119
万元，支持创业人员 70余人。
实施“信易阅”试点，建设信用借阅

平台，在市区设置 6个信用智能借阅柜
服务点，结合芝麻信用及淮北市个人信
用分，将信用与阅读有效结合，供市民
免费借阅有关图书。
开展“信用+医疗”服务，面向中国

好人榜好人、 市级以上道德模范等人
群，给予住院免押金、先就医后付费等
优惠政策。
在淮北，守信的无形价值正在变成

有形价值。

诚信之花处处开
———我市信用体系建设惠民利企促发展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和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

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中国碳谷·绿金淮北建设中，我市将信用建设作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的重要抓手，着重在健全工作制度机制、构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共享、重点领域信用建设、实施联合奖惩

等方面聚力用劲并取得一定成效。

金融诚信服务在行动 ■首席摄影记者 岳建文

市经信局赴淮北矿业
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

我市多部门协作
打好“减税降费”组合拳

本报讯 日前， 由市政协经济
委员会牵头，市税务局、市工商联、
市市场监管局和建设银行淮北分
行等部门协作，在各区县巡回举办
实体经济“减税降费”政策系列报
告会，组织专家团队从不同的角度
为企业做“减税降费”政策辅导，受
到企业广泛好评。

“第一次参加形式如此活泼的
政策辅导课，专家们深入浅出的讲
解让原本复杂的改革政策变得易
懂易学，也让我们享受改革红利变
得更加便捷。 ”淮北万里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曹玲说。
记者了解到，税务部门对“减税

降费”工作实行包保责任制，制作了
“明白卡”，企业“一卡通”，让所有的
“减税降费”项目一目了然，每季度
核实一次， 逐条逐项落实， 打勾销
号，提供无遗漏、无死角服务。 截至
目前，我市相关部门已开展“减税降
费”相关政策培训 69场，培训 8636
人次，走访企业 16699户。

“‘减税降费’政策引发全社会
高度关注，根据市委、市政府领导
指示，我们牵头组织‘减税降费’政
策系列辅导，体现了政府各相关部
门、金融机构的工作协作，集‘宣
传’‘办税’‘咨询’为一体。 下一步，
我们将以最大力度、 最优服务、最
严标准把‘减税降费’惠民大礼包
实打实送到千家万户。 ”市政协经
济委员会徐向东介绍说。

25家企业获得省创新型省份建设
市级资金 1171.2 万元

本报讯 近日，雷鸣科化、思尔
德电机、 华星选矿等 25家企业获
得了 2018年省创新型省份建设专
项市级配套补助资金共计 1171.2
万元。
其中， 省科技重大专项 830万

元、 动植物新品种绩效奖励 20万
元、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保险补助

57.9万元、 农业园区绩效奖励 150
万元、在皖企业购买省外先进技术
补助 2万元、购置研发仪器设备补
助 111.3万元。

资金目前已拨付到位，将有力
支持企业用于大型科技设备资源
共享共用、加强实验室建设、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及科技重大专项等，
进一步提升我市创新能力建设水
平。

我市完成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报告编制工作

本报讯 近日， 我市圆满完成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编制工
作。据报表统计，截至 2018年末，政
府储备物资 14126.57万元，公共基
础设施 1403888.94万元，保障性住
房、 住房公积金等其他行政事业性
资产 2932864.94万元。
根据财政部统一部署， 我市认

真组织开展 2018年度公共基础设
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编制
工作。
通过此次报表编报， 我市基本

摸清了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主要管理模式、
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也摸清了资产

报表编报的重点和难点， 积累了一
定的工作经验， 为今后报表统计和
资产管理打下基础。
对于各行政事业单位来说，相

关人员对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管理有了新的认识，管
理意识普遍提高， 为进一步做好公
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报表编报同时也暴露出个别行

政事业单位对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只建设不统计、只
管理无底数、 重支出轻管理” 等现
象。 市财政局将督促相关单位坚持
问题导向， 积极探索公共基础设施
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新方
式，明确管理目标，加强日常管理。

市市场监管局
护航重大活动食品安全

本报讯 市市场监管局精心组
织，确保在淮召开的全国煤矿安全
生产现场会议期间食品安全平稳
有序。
该局会前制定食品安全保障工

作方案，按照预防为主、区域管理、
驻点保障的原则，明确任务，落实
责任。 并与餐饮接待单位签署《重
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承诺书》
和《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责

任告知书》， 督导企业落实重大活
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会中对 3家入驻宾馆酒店实行

专人驻点全程监控，严格监督检查
食品采购、贮存、加工、餐具卫生等
环节，对每餐供应的肉类、蔬菜等
25组食材进行了快速监测，防范风
险。
此外，还要求供餐单位对每餐

次食品按规定进行留样并做好记
录，做到每餐都有据可查、有源可
溯。

本报讯 近日， 市经信局主要
负责同志到淮北矿业集团公司调
研企业发展情况。

会议通报了全市工业经济
运行情况 ， 双方就如何发挥区

位优势 、 煤种优势与企业进行
了探讨。 双方决定，建立部门间
定期沟通协商机制 ， 落实市企
合作相关工作部署 ， 解决企业
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共
同奋力开创淮北高质量转型发
展新局面。

“信用淮北”网站红火 ■首席摄影记者 岳建文

“爱淮北”APP提高市民幸福指数 ■首席摄影记者 岳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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