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声
公

2019.11.3

星期日

政策
解读

责
任
编
辑  

卢
赞
玉  

美
术
编
辑  

李
世
鹏

09

新
时
代
南
海
家
书

南海第二批全链条信用名单发布，共纳入 26761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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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南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区信用办）

正式发布第三季度全链条信用名单。其中包括 12 类

诚信典型名单信息 8676 条，11 类严重失信记录名

单信息 18085 条，共计 26761 条。

这也是继今年 5 月 31 日发布首批名单后，南海

区信用办第二次发布信用全链条名单。相比首批名

单，本次发布的名单总数增加了 608 条。

市民可登录“信用南海网”（网址：http://

credit.nanhai.gov.cn/），打开“信用查询——信

用全链条查询”栏目，查询南海区全链条信用名单。

按照南海区信用全链条异议申诉和信用修复机制，

对在规定期限内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主体，

由信用名单提供单位按规定程序予以修复，并在修复

后 10 个工作日内在南海区信用全链条信息共享平台上

予以更新，在下一季度发布时，不再作为联合约束对象。

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公布的诚信典型名

单或严重失信名单信息有误的，可向区信用办提出异

议申诉。区信用办将及时与名单提供单位核实，在异

议申诉后 15 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申诉人。

今年 9 月 12 日，区信用办召开南海区第一期诚信

教育及信用修复培训会。会后，参会企业在现场共提

交了 84 份《信用修复承诺书》（占参会企业的 80% 以

上）。目前，区信用办正对已提交修复申请材料的失

信主体开展审核工作。

纳入失信名单纠正后可申请修复

序号 信用主
体类型 信用主体名称 信用主体编码 诚信类型 信用名单 名单提供单位

1 自然人 陆军 420106********3635 诚信典型名单 2019 年南海大城工匠 区委宣传部

2 自然人 郭建军 320623********8613 诚信典型名单 2019 年南海大城工匠 区委宣传部

3 自然人 邱建平   230205********0418 诚信典型名单 2019 年南海大城工匠 区委宣传部

4 自然人 黎晚欢 440622********1722 诚信典型名单 南海区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区文广旅体局

5 自然人 宋振荣 440601********0334 诚信典型名单 南海区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区文广旅体局

6 自然人 易铭诗 440682********3622 诚信典型名单 南海区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区文广旅体局

7 自然人 陈燕梅 440622********2127 诚信典型名单 各级“好人”名单及感动南
海道德人物 区文明办

8 自然人 邓雁珊 440622********4720 诚信典型名单 各级“好人”名单及感动南
海道德人物 区文明办

9 自然人 万鹏 360203********3519 诚信典型名单 “南海大城工匠”南海劳模 区委宣传部、区总工会

10 自然人 崔汉彬 440622********4757 诚信典型名单
各级“好人”名单及感动南
海道德人物、“南海大城工

匠”南海劳模

区文明办、区委宣传部、
区总工会

11 自然人 郑晔帆 445221********7218 诚信典型名单 优秀青年志愿者 团区委

12 自然人 陈小妹 440823********1125 诚信典型名单 优秀青年志愿者 团区委

13 企业 广东伟业铝厂集团有限公司 440682000014628 诚信典型名单 各级政府质量奖、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质监、工商）

14 企业 广东新润成陶瓷有限公司 440682000161276  诚信典型名单 各级政府质量奖、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质监、工商）

15 企业 佛山市南海区
昭信进出口有限公司 4428950039 诚信典型名单 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海关

16 企业 本田汽车用品
( 广东 ) 有限公司 4428930822 诚信典型名单 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海关

17 企业 佛山群辉物流有限公司 4428940954 诚信典型名单 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海关

18 企业 佛山南海恒远口腔门诊部 PDY00780144060517D1522 诚信典型名单 民营医疗机构信用评价信用
等级“优秀”企业名单 区卫生健康局

19 企业 爱顿口腔门诊部 PDY01004X44060516D1522 诚信典型名单 民营医疗机构信用评价信用
等级“优秀”企业名单 区卫生健康局

20 企业 佛山市康瑞达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440682090166484 诚信典型名单 纳税信用评价 A 级纳税人 区税务局

21 企业 佛山市南海瀚林木业有限公司 440682574478644 诚信典型名单 纳税信用评价 A 级纳税人 区税务局

22 企业 佛山市伟达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9144060573502904X9 诚信典型名单 食品药品安全示范单位 区市场监管局（食药监）

23 企业 佛山市南海平南面粉有限
公司 91440605193791725Y 诚信典型名单 食品药品安全示范单位 区市场监管局（食药监）

24 企业 佛山市华高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440682000537752  诚信典型名单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工商）

25 企业
佛山市中智勤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
440682000089733 诚信典型名单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工商）

序号 信用主
体类型 信用主体名称 信用主体编码 诚信类型 信用名单 名单提供单位

01 自然人 周凯 362229********3216 严重失信记录名单 公租房失信行为人名单 区住建水利局

02 自然人 马骁燕 450702********8440 严重失信记录名单 公租房失信行为人名单 区住建水利局

03 自然人 陈李燕 440881********3120 严重失信记录名单 失信被执行人 区法院

04 自然人 崔亮绪 440682********2517 严重失信记录名单 失信被执行人 区法院

05 自然人 焦焕清 441226********3733 严重失信记录名单 治安及交通管理严重失
信名单（自然人） 区公安分局

06 企业 佛山市南海玉满针织厂 440682000155705 严重失信记录名单 安全生产严重失信名单 区应急管理局

07 企业 佛山市百山百茶茶叶有限公司 9144060507950119X9 严重失信记录名单 食品药品违法违规企业
“黑名单”

区市场监管局
（食药监）

08 企业 佛山市南海区中乔办公屏风厂 914406050702781479 严重失信记录名单 消防安全严重失信名单 区消防大队

09 企业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昌昇织造厂 92440605L282260397 严重失信记录名单 消防安全严重失信名单 区消防大队

10 企业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
同福金属制品厂 914406057792281982 严重失信记录名单 环保信用严管企业 市生态环境局南

海分局

11 企业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广发食品厂 91440605570108232E 严重失信记录名单 环保信用严管企业 市生态环境局南
海分局

12 企业 佛山南海宋国忠口腔诊所 PDY01084044060517D2152 严重失信记录名单 民营医疗机构信用评价
信用等级“差”企业名单 区卫生健康局

13 企业 佛山市蓝伯湾卫浴有限公司 440682000438531 严重失信记录名单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区市场监管局
（工商）

14 企业 广东麒旭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91440605MA4XA59N81 严重失信记录名单 拖欠工资“黑名单” 区人社局

15 企业 华海后勤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91440101747561156M 严重失信记录名单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记录名单 区财政局

纳税信用评价A级
南海英威享受激励

未申报年报
企业法人无法开户

享受政务办事便利服务，包括“容缺受理”“包邮

服务”“告知承诺服务”“全区通办”及“跨城通办”等；

申请专项扶持资金及政府补贴优先；

多渠道公示诚信典型名单；

优先给予先进荣誉；

积分相同情况下申请积分借读排名靠前；

申请政府公租房优先；

景区门票优惠；

作为融资授信的重要参考条件。

曝光严重失信记录名单主体信息；

限制部分高消费行为；

从严行政监管执法；

从严行政审批；

限制融资授信和办理信用卡；

提升商业保险费率；

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限制参加招投标和政府采购项目；

限制申请专项扶持资金及政府补贴；

限制获得荣誉称号；

限制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招录、调动和晋升；

限制进入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

纳入诚信典型名单可享8项联合措施激励

纳入严重失信名单将受 12项联合措施约束

诚 信 类 失 信 类

（说明：查询全部名单可

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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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 2019 年第二批信用全链条严重失信记录名单（部分）

南海区 2019 年第二批信用全链条诚信典型名单（部分）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李丹丹 通讯员 袁林

严重失信主体面临12项联合措施约束

本次发布的名单中，诚信典型名单仍为 12 类，

共有信息 8676 条。相比首批名单，诚信典型名单数

量增加了 108 条；

对于诚信典型名单内的企业主体，南海区将在

以下方面给予激励和优惠：

本次发布的名单中还包括了 11 类严重失信记录名

单信息，共 18085 条。

相比首批名单，本次的严重失信记录名单增加了 3

类，分别是“环保信用严管企业”“消防安全严重失信名单”

和“公租房失信行为人名单”。据悉，区信用办正在对

重点领域和相关部门开展调研，接下来还将有更多类型

的失信名单被纳入全链条严重失信记录名单。

同时，此次的严重失信记录名单数量撤销公示

2213 条，新增公示 2821 条。据了解，自 5 月 31 日发

布首批全链条信用名单以来，不少失信主体表现出强烈

的修复意愿，主动提出修复失信记录，履行相关责任义

务，完成信用修复程序。已撤销公示的名单数量占首批

严重失信记录名单的 12.7%。

对于被纳入严重失信名单的失信主体，将在以下方

面受到相关部门和单位机构的联合约束：

成立于 2010 年 7月的佛山市南海英威贸易有

限公司，位于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坑边新村 23号，

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60555915094XB，因诚信经

营，信用良好，纳税遵从度高，能做到按时申报，

及时缴税等，被评为A级纳税人。

目前，该公司享受到以下信用全链条联合激励

措施：

今年 8 月 5 日，一位被纳入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的法人代表有业务需求到银行办理开户

业务时，被告知无法办理。

根据《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该企业因未申报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且届满 3 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目前，该企业受到以下全链条联合约束措施：

一  多渠道曝光严重失信

记录名单主体信息；

二  从严行政监管执法；

三  从严行政审批；

四  限制融资授信和办理

信用卡；

五  提升商业保险费率；

六  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

地；

七  限制参加招投标和政

府采购项目；

八  限制申请专项扶持资

金及政府补贴；

九  限制获得荣誉称号；

十  限制进入上市后备企

业资源库。

一  享受政务办事便利服务；

二  申请政府专项扶持资

金及政府补贴优先；

三  作为融资授信的重要

参考条件，如由“ 银税

互动”搭台，可向市内各

大商业银行申请纳税信用

贷款；

四  多渠道向社会公告表

彰，优先给予先进荣誉；

五  A 级纳税人有利于提高

出口企业分类管理等级；

六  放宽发票领用；

七  A 级纳税人可在增值

税发票查询平台上勾选认

证发票，无需再来门前认

证，大大减轻企业认证工

作量，节省企业人工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