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承诺书

∵、本机构承诺,自愿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的综

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工作。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充分发挥信用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通

知》 (发 改办财金 〔⒛18〕 190号 )等文件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

开展试点工作。

二、本机构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并

自愿接受社会监督。

(1)机构名称:百 融金融信`息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Ⅱ
"O0071G

注册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号院 5号楼 5层 76号

注册资本:⒓ 81。侣87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韶峰

经营范围:金融信息服务 (未经行政许可,不得开展金融业

务 );企业征信业务;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 ;

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成立时间:⒛ 14年 3月 19日

(2)2017年提供信用服务相关的营业额为354O0万 元。

(3)具有全国性的服务网络。



(4)本机构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

内无违法违规失信记录和其他负面记录。

(5)本机构取得的相关资质包括 :

企业征信业务经营各案资质:⒛ 14年 12月 15日 取得,经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各案。

(6)具有独立完整、安全可靠的信用信息数据库。

三、本机构承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在经营业务

范围内依法诚信经营。

四、本机构同意主动公开公示信用承诺书,接受公共信用评

价结果,承诺书在
“
信用中国

”
网站公开。

五、若纳入试点范围,存在违法违规严重失信行为的,愿意

接受有关部门的联合惩戒;若存在轻微失信行为的,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整改轻微失信事项。

六、若本机构申报信息不实 ,在试点期间发生违法失信行为 ,

或其他不符合试点要求的行为,承诺自愿退出试点工作,并依法

依规接受有关部门处理。

法定代麸铧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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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承诺书

-、 本机构承诺,自愿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的综

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工作。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充分发挥信用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通

知》 (发 改办财金 〔⒛ 18〕 190号 )等文件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

开展试点工作。

二、本机构承诺 ,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 ,并

自愿接受社会监督。

(1)机构名称:北京泰德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MA003RY974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08号 第 5层 503A

注册资本:50OO万 元

法定代表人:詹仰东

经营范围:企业征信服务 (不含个人征信业务 )。 (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成立时间:⒛ 16年 2月 26日                Ⅱ̌∷Ⅰ}

(2)⒛ 17年提供信用服务相关的i

(3)具有全国性的服务网络。

(4)本机构及其股东、董事、监迳

内无违法违规失信记录和其他负面记录。           ∷
冲



(5)具有独立完整、安全可靠的信用信
`息

数据库。

三、本机构承诺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在经营业务

范围内依法诚信经营。

四、本机构同意主动公开公示信用承诺书,接受公共信用评

价结果 ,承诺书在
“
信用中国

”
网站公开。

五、若纳入试点范围,存在违法违规严重失信行为的,愿意

接受有关部门的联合惩戒 ;若存在轻微失信行为的,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整改轻微失信事项。

六、若本机构申报信息不实 ,在试点期间发生违法失信行为 ,

或其他不符合试点要求的行为 ,承诺自愿退出试点工作 ,并依法

依规接受有关部门处理。

机构:北 公 司 法定代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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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承诺书

-、 本机构承诺,自愿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的综

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工作。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充分发挥信用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通

知》 (发 改办财金 〔⒛ 18〕 190号 )等 文件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

开展试点工作。

二、本机构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并

自愿接受社会监督。

(1)机构名称:北京宜信致诚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OOO0565785“ ”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1号 2号楼 16层 1908

注册资本:50O0万元

法定代表人:唐宁

经营范围:企业信用的征集、评定;信用评估;会议服务 ;

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经济信
`息

咨询 (不含中介 )

成立时间:⒛ 10年 10月 27日

(2)⒛ 17年提供信用服务相关的营业额为 2108。γ 万元。

(3)具有全国性的服务网络。

(4)本机构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

内无违法违规失信记录和其他负面记录。

(5)本机构取得的相关资质包括 :



企业征信业务经营各案资质 :2015年 11月 18日 取得,经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备案。

(6)具有独立完整、安全可靠的信用信息数据库。

三、本机构承诺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在经营业务

范围内依法诚信经营。

四、本机构同意主动公开公示信用承诺书 ,接受公共信用评

价结果 ,承诺书在
“
信用中国

”
网站公开。

五、若纳入试点范围,存在违法违规严重失信行为的,愿意

接受有关部门的联合惩戒 ;若存在轻微失信行为的,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整改轻微失信事项。

六、若本机构申报信息不实 ,在试点期间发生违法失信行为 ,

或其他不符合试点要求的行为 ,承诺自愿退出试点工作 ,并依法

依规接受有关部门处理。

机构 : 法定代表人 :

(公 字 )(签章 )









( 2) 2017年提供信用服务相关的营业额为22364.44万元。

( 3）在广东、 安徽、 山东等22个省市设立分公司， 设有东

方金诚信用管理有限公司1个全资子公司，具有全国性的服务网

络。

( 4）本机构及其股东、 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

内无违法违规失信记录和其他负面记录。

( 5 ）本机构取得的信用服务相关资质：

银行间市场评级业务资质：2010年9月20日取得， 经人民

银行征信管理局备案；

交易所市场评级业务资质：2011年6月7日取得， 经证监

会债券部许可；

交易所市场评级业务资质：2011年6月21日取得，经证监

会债券部许可；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评级业务资质：2013年7月8日

取得，经交易商协会后督中心备案；

保险资管产品等非标产品评级业务资质：2013年10月9日

取得， 经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备案；

全资子公司东方金诚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获企业征信业务经 

营备案资质：2014年7月24日取得，经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备案。

( 6）具有独立完整 ＼ 安全可靠的信用信息数据库。









综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承诺书

-、 本机构承诺,自愿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的综

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工作。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充分发挥信用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通

知》 (发 改办财金 〔⒛ 18〕 19o号 )等文件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

开展试点工作。

二、本机构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并

自愿接受社会监督。

(1)机构名称:国诚信征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l10O0o30“ 88634N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11号楼 1幢 4调 室

注册资本:50oO万元

法定代表人:金挥滨

经营范围:企业信用的征集、评定;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

集成;企业管理咨询;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技术装让;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货物进出口。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成立时间:⒛ 14年 7月 15日

(2)2o17年提供信用服务相关的营业额为 912万元。

(3)具有全国性的服务网络。
l



(4)本机构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

内无违法违规失信记录和其他负面记录。

(5)本机构取得的相关资质包括 :

企业征信业务经营各案资质:⒛ 14年 12月 15日 取得,经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各案。

(6)具有独立完整、安全可靠的信用信
`急
数据库。

三、本机构承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在经营业务

范围内依法诚信经营。

四、本机构同意主动公开公示信用承诺书,接受公共信用评

价结果,承诺书在
“
信用中国

”
网站公开。

五、若纳入试点范围,存在违法违规严重失信行为的,愿意

接受有关部门的联合惩戒;若存在轻微失信行为的,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整改轻微失信事项。

六、若本机构申报信息不实,在试点期间发生违法失信行为 ,

或其他不符合试点要求的行为,承诺自愿退出试点工作 ,并依法

依规接受有关部门处理。

法定代表人

毛红懈 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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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承诺书

-、 本机构承诺,自愿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的综

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工作。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充分发挥信用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通

知》 (发 改办财金 〔⒛ 18〕 190号 )等文件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

开展试点工作。

二、本机构承诺 ,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并

自愿接受社会监督。

(1)机构名称:江苏未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OSO⒅咒∞25佴

注册地:苏州新区竹园路⒛9号 3号楼 ⒇ 1、 ㈨3间

注册资本:172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子方

经营范围:从事城市信息化技术和服务系统的开发、建设、

运营和维护;计算机、手机软硬件开发;通过技术的研发、销售

及相关服务;互联网软件开发;通信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开

发;自 营和代理电子、通信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健康信
`急

咨询;企业征信业务;系统集成。

成立时间:⒛⒆ 年 12月 3日

(2)2017年提供信用服务相关的营业额为 1542.8万元。

(3)在 苏州设立丿总公司,分别在河南、江西设立分公司、

在北京、湖北、安徽、山东、四川、黑龙江、海南设
1



立办事处;具有全国性的服务网络。

(4)本机构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

内无违法违规失信记录和其他负面记录。

(5)具有独立完整、安全可靠的信用信
`息

数据库。

三、本机构承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在经营业务

范围内依法诚信经营。

四、本机构同意主动公开公示信用承诺书,接受公共信用评

价结果,承诺书在
“
信用中国

”
网站公开。

五、若纳入试点范围,存在违法违规严重失信行为的,愿意

接受有关部门的联合惩戒;若存在轻微失信行为的,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整改轻微失信事项。

六、若本机构申报信息不实,在试点期间发生违法失信行为 ,

或其他不符合试点要求的行为,承诺自愿退出试点工作 ,并依法

依规接受有关部门处理。

机构:江苏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



综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承诺书

-、 本机构承诺 ,自愿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的综

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工作。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充分发挥信用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通

知》 (发 改办财金 〔⒛18)190号 )等 文件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

开展试点工作。

二、本机构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 ,并

自愿接受社会监督。

(1)机构名称:金电联行 (北京 )信丿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t0101甾 3110⒄0K

注册地: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号 S3⒆C

注册资本:”03.5849万 元

法定代表人:范晓忻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信
`息

咨询 (不 含中介服务 );投

资顾问;承办展览展示;公关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

询;会议服务 ;销 售电子计算机及软硬件设各;软件设计。(“ 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 不得公开开

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 ;4、 不

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 不得向投资者承

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成立时间:⒛
"年

6月 12日

(2)⒛ 17年提供信用服务相关的营业额为 8129.84万 元。

(3)在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浙江、江苏、河南、河
l



北、吉林、黑龙江等设立 佰 家分支机构;具有奎国性的服务网

络。

(4)本机构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

内无违法违规失信记录和其他负面记录。

(5)本机构取得的相关资质包括 :

企业征信业务经营各案资质:⒛ 14年 7月 ⒛ 日取得,经 中

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各案。

(6)具有独立完整、安全可靠的信用信息数据库。

三、本机构承诺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在经营业务

范围内依法诚信经营。

四、本机构同意主动公开公示信用承诺书,接受公共信用评

价结果,承诺书在
“
信用中国

”
网站公开。

五、若纳入试点范围,存在违法违规严重失信行为的,愿意

接受有关部门的联合惩戒;若存在轻微失信行为的,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整改轻微失信事项。

六、若本机构申报信息不实,在试点期间发生违法失信行为 ,

或其他不符合试点要求的行为,承诺自愿退出试点工作 ,并依法

依规接受有关部门处理。

机构:金 电联行 (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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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用服务机构试志陬诺书

-、 本机构承诺,自愿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的综

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工作。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充分发挥信用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通

知》 (发改办财金 〔⒛18〕 190号 )等文件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

开展试点工作。

二、本机构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并

自愿接受社会监督。

(1)机构名称:考拉征信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O0030“ 214” 8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中关村壹号D1座 7层 ⒛5

注册资本:50OO万元

法定代表人:邹铁山

经营范围:企业信用的征集、评定;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

理 (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 1.5以 上的云计算数据

中心除外);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广告;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互联网信
`息
服务。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妁经营活动。 )

成立时间:⒛ 14年 4月 4日



(2)⒛ 17年提供信用服务相关的营业额为 %∞。68万元。

(3)具有全国性的服务网络。

(4)本机构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

内无违法违规失信记录和其他负面记录。

(5)本机构取得的相关资质包括 :

企业征信业务经营各案资质:⒛ 15年 1月 16日 取得,经 中

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各案。

(6)具有独立完整、安全可靠的信用信丿息数据库。

三、本机构承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在经营业务

范围内依法诚信经营。

四、本机构同意主动公开公示信用承诺书,接受公共信用评

价结果,承诺书在
“
信用中国

”
网站公开。

五、若纳入试点范围,存在违法违规严重失信行为的,愿意

接受有关部门的联合惩戒;若存在轻微失信行为的,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整改轻微失信事项。

六、若本机构申报信息不实,在试点期间发生违法失信行为 ,

或其他不符合试点要求的行为,承诺自愿退出试点工作 ,并依法

依规接受有关部门处理。

法定代表人 :

字 )(签







综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承诺书

-、 本机构承诺 ,自愿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的综

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工作。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充分发挥信用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通

知》(发 改办财金 〔⒛18〕 190号 )等文件要求提交申报材料,开

展试点工作。

二、本机构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并

自愿接受社会监督。

(1)机构名称:鹏元征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佴O30O刀2741343F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⒛08号 阳光高尔夫大厦4楼

注册资本:⒛ 115万元

法定代表人:谷国良

经营范围:企业及个人征信及评估、数据库服务、计算机软

件开发及销售,与 征信有关的金融服务 (以 上不含限制项目),

信息服务业务 (仅限互联网信
`息
服务业务 )

成立时间:⒛Os年 4月 8日

(2)⒛ 17年提供信用服务相关的营业额为 34呢7.31万 元。

(3)具有全国性的服务网络。

(4)本机构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

内无违法违规失信记录和其他负面记录。



(5)本机构取得的相关资质包括 :

企业征信业务经营各案资质:⒛ 14年 5月 9日 取得,经 中

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各案。

(6)具有独立完整、安全可靠的信用信息数据库。

三、本机构承诺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在经营业务

范围内依法诚信经营。

四、本机构同意主动公开公示信用承诺书,接受公共信用评

价结果,承诺书在
“
信用中国

”
网站公开。

五、若纳入试点范围,存在违法违规严重失信行为的,愿意

接受有关部门的联合惩戒;若存在轻微失信行为的,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整改轻微失信事项。

六、若本机构申报信息不实,在试点期间发生违法失信行为 ,

或其他不符合试点要求的行为,承诺自愿退出试点工作 ,并依法

依规接受有关部门处理。

黻代艮入殆 勇狂
字 )(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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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承诺书

-、 本机构承诺 ,自愿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的综

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工作。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充分发挥信用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通

知》 (发 改办财金 〔⒛18)190号 )等文件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

开展试点工作。

二、本机构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并
自愿接受社会监督。

(1)机构名称:元 素征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腿∝281351%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坞村路 ⒛ 号北坞创新园北区 5号

楼一层 1o⒎ 11o

注册资本:SO∝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亮

经营范围:企业征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 ;

投资咨询;文化咨询;资产管理;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中的银行

卡中心,PuE值在 1.5以 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计算机系

统服务;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

技术服务

成立时间:⒛ 13年 2月 19日

(2)2017年提供信用服务相关的营业额为 3o45万元。



(3)在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广州、西安、福州、大

连、青岛、太原、新疆等设立 11家分支机构;具有全国性的服

务网络。

(4)本机构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

内无违法违规失信记录和其他负面记录♂

(5)本机构取得的相关资质包括 :

企业征信业务经营各案资质:⒛ 14年 7月 γ 日取得,经 中

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各案。

(6)具有独立完整、安全可靠的信用信
`急 数据库。

三、本机构承诺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在经营业务

范围内依法诚信经营。

四、本机构同意主动公开公示信用承诺书,接受公共信用评

价结果,承诺书在
“
信用中国

”
网站公开。

五、若纳入试点范围,存在违法违规严重失信行为的,愿意

接受有关部门的联合惩戒;若存在轻微失信行为的,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整改轻微失信事项。

六、若本机构申报信息不实,在试点期间发生违法失信行为 ,

或其他不符合试点要求的行为,承诺自愿退出试点工作 ,并依法

依规接受有关部门处理。

鬼甏
(签  字 )



综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承诺书

-、 本机构承诺 ,自愿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的综

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工作。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充分发挥信用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通

知》 (发 改办财金 〔⒛ 18〕 190号 )等文件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

开展试点工作。

二、本机构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并

自愿接受社会监督。

(l)机构名称:中 大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OS5844SOⅢ8L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甲3号 ⒉A#7层 819

注册资本:18⒛0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竹盛

经营范围:企业征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项 目投资;资产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 (不含营业性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

成立时间:⒛ 11年 10月 21日

(2)2017年提供信用服务相关的营业额为 1153万元。

(3)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辽宁、湖北、湖

南、江西、四川、云南、贵州、新疆等设立 18个分支机构 ;

具有全国性的服务网络。
1



(4)本机构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

内无违法违规失信记录和其他负面记录。

(5)本机构取得的相关资质包括 :

企业征信业务经营备案资质:2015年 7月 16日 取得,经 中

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备案。

(6)具有独立完整、安全可靠的信用信J急 数据库。

三、本机构承诺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在经营业务

范围内依法诚信经营。

四、本机构同意主动公开公示信用承诺书,接受公共信用评

价结果,承诺书在
“
信用中国

”
网站公开。

五、若纳入试点范围,存在违法违规严重失信行为的,愿意

接受有关部门的联合惩戒;若存在轻微失信行为的,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整改轻微失信事项。

六、若本机构申报信息不实 ,在试点期间发生违法失信行为 ,

或其他不符合试点要求的行为,承诺自愿退出试点工作,并依法

公 司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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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承诺书

一、本机构承诺,自愿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的综

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王作。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充分发挥信用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通

知》 (发 改办财金 〔⒛ 18〕 190号 )等文件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

开展试点工作。

二、本机构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并

自愿接受社会监督。

(1)机构名称: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O00071∞ 290334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 11号 丰汇时代大厦

注册资本:刀 16113.8836γ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毅

经营范围: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海外投资保险业务 ;

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国 内信用保险业务;与 出口信用保险相

关的信用担保业务和再保险业务;应 收账款管理,商 帐追收等出

口信用保险服务及信
`息

咨询业务;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等。经批准

的其他业务。

成立时间:⒛01年 11月 8日

(2)⒛ 17年提供信用服务相关的营业额为 16⒛0万元。

(3)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山西、河北、广东、江

苏、浙江、山东、湖南、湖北、安徽、福建、四川等省、直辖市
l



和自治区设立 28个营业机构;具有全国性的服务网络。

(4)本机构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

内无违法违规失信记录和其他负面记录。

(5)本机构取得的相关资质包括:⒛01年 5月 23日 ,经

国务院批复从事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出口信用保险的服务及信
`息

咨询业务。

(6)具有独立完整、安全可靠的信用信
`息
数据库。

三、本机构承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在经营业务

范围内依法诚信经营。

四、本机构同意主动公开公示信用承诺书,接受公共信用评

价结果,承诺书在
“
信用中国

”
网站公开。

五、若纳入试点范围,存在违法违规严重失信行为的,愿意

接受有关部门的联合惩戒;若存在轻微失信行为的,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整改轻微失信事项。

六、若本机构申报信息不实,在试点期间发生违法失信行为 ,

或其他不符合试点要求的行为,承诺自愿退出试点工作,并依法

依规接受有关部门处理。

法定代表人: );鼓
(签 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