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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政策】 

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对政府采购领域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

备忘录》的通知 

印发《关于对政府采购领域严重违法失信主体 

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 

发改财金〔2018〕16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部门、机构：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

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

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6〕33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财金规〔2017〕1798

号）等文件要求，加快推进政府采购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

戒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中央

文明办、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

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商务部、国资

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国际发展合作署、银保监会、证监

会、民航局、外汇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铁路总公司

等单位联合签署了《关于对政府采购领域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

作备忘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81/88491.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81/88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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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国富泰举办第七届全国商务诚信建设大会暨“互联网+”信用年度创新峰会 

10 月 26日，由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主办，中国商务信用联盟、北京国

富泰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商信建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沈阳农村商业银

行等承办的第七届全国商务诚信建设大会暨“互联网+”信用年度创新峰会在京

隆重举行。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党委书记姚广海、商务部市场秩序司副司长

耿洪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副局长王胜利、国家信息中心中国

经济信息网首席研究员孙小丽等领导，以及行业商协会、金融机构、信用机

构、诚信企业、媒体代表等 3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现场  

本届会议围绕推进新阶段信用体系建设，打造诚信营商环境，信用助推

“互联网+”时代的企业转型发展等议题，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充分分

享与研讨了城市信用建设、行业信用建设、信用创新应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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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党委书记姚广海致辞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党委书记姚广海在致辞中表示，十九大以来，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迎来全面发力、全面渗透、全面提升新阶段，探索并初步建立了

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措施初见成效，社会各届

对信用的意识增强，第三方专业信用服务业日益成长。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信

用企业信用管理落后、第三方信用服务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各方的积极推进和

共同合作。  

   

商务部市场秩序司副司长耿洪洲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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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市场秩序司副司长耿洪洲在致辞中表示信用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商务部将商务诚信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积极推动信用立法、加快推进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完善信用联合奖惩机制、探

索信用监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副局长王胜利致辞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副局长王胜利在致辞中表示，市场监管

综合执法将结合网络时代特点，聚焦社会热点问题，以信用监管推动市场主体

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国家信用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首席研究员孙小丽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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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用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首席研究员孙小丽围绕“全国信用信息平台

二期在行业信用领域的应用情况”发表主题演讲。全国信用信息平台二期更注

重诚信领域的应用上，主要是借助互联网信息的大数据手段，汇集更多信息，

对信息进行挖掘，从四个主体八个维度对诚信信用进行综合的检测。  

   

中国皮革协会马瑞华  

行业商会协会作为推动行业的主要力量，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全方面

推进行业信用建设,是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监管体制、推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的重要途径和举措。中国皮革协会马瑞华从创新行业信用评价工作、推

动信用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介绍了本行业开展信用建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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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川  

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川以“守信乃为商之基，立信为

铸业之本—金融企业从诚信经营到经营诚信的发展之路”为主题，分析和总结

了沈阳农商行以信用为基础，服务个人、企业和社区的成功经营，指出信用是

商业的基础，应全力推进商业银行的建设。  

 

百融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陈雷    

百融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陈雷就《数据发现信用、信用

普惠大众》做了主题演讲，介绍了百融金服的大数据信用服务在金融体系中的

应用以及“信易+”对广大中心企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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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博睿征信（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黎薇  

益博睿征信（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黎薇就《大数据在征信领域的国际

经验分享》经验分享，为与会者带来了新的视角。  

 

北京国富泰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登立  

北京国富泰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登立就《第三方信用机构助力地方

政府及行业组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验交流，提出了以第三方信用机构在前

期要做地方政府的推进者、参谋者、规划者，中期第三方信用机构是建设者、

运维者，后期第三方信用机构是服务者和宣传者的视角。  

 

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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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等就《国有数据助力建设诚信

中国》进行了分享，介绍了大数据资产化的应用。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集中治理

诚信缺失突出问题的范围力度前所未有，诚信建设主题宣传活动的规模影响前

所未有，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浓厚的社会氛围前所未有。作为推

动商务领域信用建设的重要活动，也是落实商务部等 19部门“诚信兴商宣传

月”活动的举措，全国商务诚信建设大会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成为了信用领

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会议，得到了各级领导、行业协会、媒体的高度关注，也

实现了传播品牌、拓展业务的目标。  

本次会议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北京电视台、中新社、新华社、中国改革报、

中国经济时报、国际商报、中国消费者报、经济观察报、新华网、央视网、信用

中国、中国市场秩序网、光明网、人民网、中国网、网易、新浪、搜狐、腾讯网、

环球网对大会进行了报道。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61/87916.html 

 

成都市《房地产市场信用评价标准研究》项目顺利通过专家评审会 

11 月 8日，北京国富泰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富泰”）承担的

成都市《房地产市场信用评价标准研究》项目的专家评审会在成都市市场服务

中心顺利召开，成都市房地产市场服务中心严科宇书记、成都市房产管理局市

场监管处蔡任重处长出席了评审会，由成都市发改委季川处长、成都市信用办

龚主任、成都市人行营管处况刚处长组成的专家组对项目进行评审。国富泰成

都《房地产市场信用评价标准研究》项目相关同志汇报了研究成果。会议由成

都市房产管理局市场监管处蔡任重处长主持。  

 

http://www.bcpcn.com/articles/61/879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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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房产管理局市场监管处蔡任重处长讲话  

为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建设，规范成都市房地产市场秩序，促

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成都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5—2020 年）的通知》（成府发〔2015〕

14号），建立适合于成都市房地产企业的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细则以及一套科

学、完善、符合市场需要的房地产行业信用体系，用以推动成都市房地产企业

评价市场蓬勃发展。国富泰作为成都市《房地产市场信用评价标准研究》项目

的承担单位，受成都市房地产市场服务中心的委托，对该项目要求的内容进行

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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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泰业务发展部王媛经理汇报研究成果  

国富泰公司业务发展部总经理王媛代表项目组汇报了该项目的具体内容。

项目于 7月 27日由国富泰公司投标获取，并于 9月 10日举办开题报告会后正

式启动。本项目要求对成都市房地产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现状、优势及问题进

行研究。国富泰公司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等进行了充分的摸底考察，并通过实地

调研走访成都、上海、杭州、深圳、广州、北京市住建部等城市的主管部门与

线上调研长沙市主管部门形成了成都市房地产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思路和途

径，完成了《房地产市场信用评价标准研究项目开题报告》、《房地产市场信

用评价标准研究项目调研报告》、《房地产市场信用评价标准研究项目结题报

告》、代拟《成都市房地产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覆盖开

发、经济、物业、租赁、评估五领域的《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等研究成果。充

分响应了成都市市场服务中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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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专家听取汇报并对报告进行审查  

专家组听取了项目的研究成果，并对项目结题报告进行了审查。专家组表

示，《信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了“1+N”的模式：将公共信用占比 30%和行业

经营性信用占比 70%的方式对房地产市场主体进行打分，最终的得分计入行业

经营性得分。指标设计新颖，能够同时突出行业特性和企业个性，操作性强。

同时调研工作的进行也全面、稳固、有成效。根据《房地产市场信用评价标准

研究项目结题报告》反映了项目总体成果显著，相应了监管部门的主要需求。

专家组经讨论认为，项目的工作扎实，内容详尽，资料齐全，研究方法和研究

结论符合项目研究的相关规定，具有科学性、合规性和可操作性，专家组一致

同意该项目通过结项评审。  

  

评审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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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房产管理局市场监管处蔡任重处长表示项目组通过走访调研多个城

市的主管部门的先进理念和做法，综合全面分析，形成了《房地产市场信用评价

标准研究项目结题报告》，对国富泰公司项目组同志的辛勤工作和取得的工作成

果表示了肯定和感谢。报告结论前瞻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强，同时“1+N”的

指标设计方式让人耳目一新，对国富泰工作的专业性示高度认可，希望国富泰公

司积极地与成都市房地产市场服务中心配合，促进成都市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有序

发展，填补成都市房地产领域信用监管的空白，推动房地产市场信用体系的建设。  

 

 

项目组实地调研工作  

房地产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是涉及

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切身利益的实事。国富泰公司自承担国家发改委房地产行

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以来，在住建部、发改委等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认真研究政

策、制定工作方案，全面开展了相关信用体系建设的工作，承担相关课题研究，

通过行业的深入学习与研究，积极协同各方资源，服务房地产行业信用建设。未

来国富泰公司将发挥行业信用体系建设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强研究、推进房地产

行业拓展，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61/88133.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61/881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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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广海书记出席首届中国信用农资高峰会议 

11 月 9 日，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指导，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

中国东盟农资商会、中华合作时报社、中国商务信用联盟共同主办，中国农资流

通协会信用管理中心、北京国富泰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富泰”）等

共同承办的“2018 中国农资经销商年会暨首届中国信用农资高峰会议”在浙江

省宁波市举行，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党委书记姚广海出

席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中国

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会长杨建平，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司长助理

郭爱迪，浙江省供销合作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邵峰出席会议并致辞。国富泰

公司副总经理武兴华、信用合作一部总经理温玲、高级业务经理姜振凤等陪同出

席。来自全国各地的重点农资生产、流通企业负责人，“全国百佳(优秀)农资经

销商”代表，业内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代表、全国各级供销合作社分管农资业务

负责人等近 200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秘书长符纯

华主持了本次会议。  

  

杨建平会长讲话  

协会杨建平会长在讲话中指出，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步入快车道，全

社会都高度关注，农资行业不仅是农业发展的关键行业，也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

的重要环节，农资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对农资及农业健康发展都有重要意义，需要

从国家发展层面全力推动农资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服务三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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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广海书记发表主旨演讲  

中心党委书记姚广海发表了题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和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的主旨演讲。姚书记首先分析了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系统地

回顾了十八大以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的成果，就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存在

的不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指出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

基础上，要注重社会共建机制的作用，建立行业及区域性信用信息交换共享系统，

充分调动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共同推进信用体

系建设。  

  

2018 农资行业信用企业授牌  

会上，举行了 2018 年农资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授牌仪式。同时发布

了《中国农资流通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指导意见(2018-2022)》和《中国信用农资

2018》蓝皮书，并向农资行业发起“中国信用农资联盟”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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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以“为农有道，信用先行”为主题，旨在进一步贯彻国家信用建设

的相关政策精神和要求，推进中国农资流通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引导行业企业注

重信用建设和风险防控，更好提升投融资实力和为农服务实力。来自信用、财务、

金融领域的权威专家、以及企业代表分别就企业转型升级和信用建设的做法和成

效作了经验分享。  

  

会议现场  

国富泰公司作为中国农资流通协会行业信用建设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先后

完成了 2018 年度农资行业信用等级评价评审工作，并与协会完成了《中国信用

农资 2018》蓝皮书的共同编撰工作。下一步，国富泰将围绕《中国农资流通行业

信用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的工作要求和主要任务，积极协助协会开展信用体系建

设培训、建设农资行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完善行业信用建设标准体系、完善信

用评价体系，推进信用监督社会共治，提升农资领域整体信用水平，助力以信用

为核心的新型农资流通模式的建立。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61/88143.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61/881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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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BCP 受理有效投诉 5 起 

【投诉概况】 

2018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0 日，BCP 投诉中心共受理投诉 5 起。

本周期，投诉数量减少，400电话投诉者居多。 “京东商城”，“永乐票务”，

“淘宝网”，“京东商城”，“德邦物流”等被集中投诉。 

【投诉现状分析】 

由下图可看出，2018年 12月 17日至 2018 年 12月 30日，投诉数量幅度不

稳定，投诉量平稳。产品服务成为网友普遍反映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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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典型投诉案例】 

商家和消费者交涉不成 京东商城未能妥善处理 

中国商务信用平台讯  近日赵女士在京东商城旗舰店购买商品，由于商家

自身问题，赵女士取消了订单，但商家依旧发货，赵女士联系京东物流拒收，

表示最终只要退款。但是商家和京东商城的处理方式却让消费者不敢苟同……  

赵女士 18日在京东的春竹旗舰店购买毛衣两件，未发货时赵女士申请取消

订单，商家立刻操作了发货，使用京东物流，然后拒绝赵女士取消订单。交涉

不成，商家同意赵女士进行拒收。 

19 日在线能看到京东派件员信息后，赵女士直接电话派件员进行拒收，派

件员表示了解情况了，不会给赵女士送上门。 20日京东又显示要给赵女士返

回站点再投。 

期间多次和春竹旗舰店客服交涉，并且申请过取消订单，仍旧被商家拒

绝。联系京东客服后，21日显示为站点全单退货,原因：客户原因退货。根据

京东客服给赵女士的截图，22日货物已经退给春竹方。 

24 日赵女士再次申请取消订单，25日仍旧遭到拒绝。期间也联系过京东和

春竹客服多次，都要求赵女士先确认收到货物，然后再申请退款，然后才给赵

女士退款。 

然而现在货物和钱都在春竹和京东手上，赵女士从头到尾没有见到过货

物，如果签收，谁来保证赵女士的利益？如果换个件路上寄丢了，难道也只有

确认收货才能拿到退款？ 

网友诉求：退货退款，且不得以购买者确认收货为前提 

在接到网友的投诉信息后，中国商务信用平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投诉

转交于被投诉公司，截止发稿前我们未接到京东商城的回复，对于此事件本平

台将继续关注。  

最后中国商务信用平台提醒网友在网购时要注意：  



商务信用（BCP）简报 

2018 年第 25 期总第 201 期 Business Credit | 商务信用 | 20 

为避免经济利益受损，使网购更安全更放心。请优先选择通过 BCP信用认

证的网站(可通过如下链接查询 http://www.bcpcn.com)，如遇到网络购物欺

诈、服务质量不佳等问题，可随时登录 ts.bcpcn.com 进行投诉，也可拨打投诉

咨询热线 4006-400-312。（中国商务信用平台）。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10/88915.html 

 

永乐票务发货难 损失竟然要消费者自行承担 

中国商务信用平台讯  近日常女士反映永乐票务订单状态早就是已审核，

说是七天内寄出，到现在 20多天了一直没有消息。联系人工客服也很难联系

上，而且如果退票损失竟然还要消费者自行承担……  

常女士 12月 7 号买的海贼王会展票，订单状态早就是已审核，说是七天内

寄出，到现在 20多天了一直没有消息。电话和线上人工客服都找过十几次了只

联系上一次，告知常女士如果退票，快递费不退，还有票损。既然是永乐票务

不发货凭什么让消费者承担损失呢？由于常女士一月中旬就离开收货地了，所

以常女士收不到票的话，不仅浪费钱还耽误行程。 

网友诉求：全额退票或者主动联系消费者确定发货时间 

在接到网友的投诉信息后，中国商务信用平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投诉

转交于被投诉公司，截止发稿前我们未接到永乐票务的回复，对于此事件本平

台将继续关注。  

最后中国商务信用平台提醒网友在网购时要注意：  

为避免经济利益受损，使网购更安全更放心。请优先选择通过 BCP 信用认证

的网站(可通过如下链接查询 http://www.bcpcn.com)，如遇到网络购物欺诈、服

务质量不佳等问题，可随时登录 ts.bcpcn.com 进行投诉，也可拨打投诉咨询热

线 4006-400-312。（中国商务信用平台）。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10/88916.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10/88915.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10/889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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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211 家企业集中报名参与评级认证工作 

【本期评级认证概况】 

据统计本期 2018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0 日，共计 211 家企业向

中国商务信用平台（BCP）报名参与信用评级认证，目前相关评审工作正在进行

中。 

【往期评级认证概况】 

近 3个月共计 1113家企业向中国商务信用平台报名参与信用评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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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资讯】 

国家发改委等 38 部门：对知识产权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为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信用体系建

设，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等 38 个部门近日

联合签署了《关于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

忘录》，并印发通知。 备忘录明确，联合惩戒对象为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

失信行为的主体实施者。该主体实施者为法人的，联合惩戒对象为该法人及其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和实际控制人；该主体实施者为非法

人组织的，联合惩戒对象为非法人组织及其负责人；该主体实施者为自然人

的，联合惩戒对象为本人。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行为则包括，重复专

利侵权、不依法执行、专利代理严重违法、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挂靠、非正常

申请专利、提供虚假文件等行为。  

关于信息共享与联合惩戒的实施方式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全国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依法依规定期向签署本备忘录的其他部门和单位提供知识产权

（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并在“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等向社会公布。其他部门和单位按照本备

忘录规定实施联合惩戒措施，各单位和部门按照实际情况定期将执行情况通过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反馈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于从知识

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中撤销的单位或个人，相关部门应及时停

止实施联合惩戒措施。  

备忘录强调，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

联合惩戒对象采取一种或多种惩戒措施。其中国家知识产权局采取的惩戒措施

包括，加大监管力度，依法从重处罚违法行为；取消进入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和快速维权中心的专利快速授权确权、快速维权通道资格；取消申报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和优势企业资格；取消申报国家专利运营试点企业资格；在进行专利

申请时，不予享受专利费用减缴、优先审查等优惠措施。  

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则包括：限制政府性资金支持，对政府性资金申请从

严审核，或降低支持力度；限制补贴性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支持；依法限制其

作为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失信情况记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及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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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征信系统；供金融机构融资授信时审慎性参考；依法对申请发行企业债券不

予受理；.对失信主体注册非金融债务融资工具加强管理，并按照注册发行有关

工作要求，强化信息披露，加强投资人保护机制，防范有关风险等。 此外，备

忘录提出，各部门应密切协作，积极落实本备忘录，各部门制定实施细则和操

作流程。2018年 12 月底前实现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的联合惩

戒。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403/88467.html 

 

【信用百科】 

2018 上海优秀信用案例公布 

守信青年可享受房租及押金减免等优惠、守信企业优先获得贷款、长三角将

实现环保领域信用联合奖惩……日前，2018 上海优秀信用案例评选颁奖举行，

现场发布了政府优秀信用案例、市场优秀信用案例及优秀信用案例报送单位。其

中，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的上海青年守信安居计划获得政府优秀信用案例。  

2018 上海优秀信用案例评选活动于 7 月正式启动，主要分为申报、初选、

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四个环节，共收到来自委办局、各区政府、中央在沪单位、

企事业单位及金融机构等 98 家单位申报的 122 个案例，突出信用在优化营商环

境、推进放管服改革、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等国家和本

市重点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充分体现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成效。 评选

结果显示，信用建设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也进一步使得“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今年的获奖案例

呈现四大亮点，一是直指养老、教育、食品安全等社会痛点问题，提高市民获得

感；二是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逐渐成型，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

管转变；三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开始投入实际应用，公共信用信息和市场信用

信息共享机制趋于完善；四是初步探索形成跨区域信用联合奖惩模式，助推长三

角一体化国家战略。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47/88504.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403/88467.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47/885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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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信用平台（BCP）  

 

主办单位：北京国富泰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电话：4006-400-312 

传真：010-67801662 

E-mail：service@bcpcn.com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 11 号 

邮编：100176  

责编：双丽 

网址：www.bcpcn.com   www.bcp12312.org.cn 

业务咨询： 

信用认证：010-67800436  yxrz@bcpcn.com  仲相宇 

信用评级：010-67800637  xypji@bcpcn.com  王欣欣 

企业征信：010-67800274  qyzx@bcpcn.com  赵艳虹 

信用评价：010-67801645  xypjia@bcpcn.com  武  伟 

商务评价：010-67801058  swpj@bcpcn.com  付潇潇 

信用平台：010-67801137  fpt@bcpcn.com  李  根 

媒介合作：010-67801081  pengxiao@ec.com.cn  彭  晓 

信用投诉：010-67800100  service@bcpcn.com  双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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