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

北京市企业创新信用领跑行动
2021 年信用企业邀请函

经“北京市企业创新信用领跑行动（以下简称‘信用领跑行

动’）”推荐机构推荐，组委会特邀请贵企业参与信用领跑行动，

并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前登录“信用领跑行动信息填报及展示平

台（www.xinyonglingpao.com）”，完成资料在线提交。

信用领跑行动是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中国人民银行营

业管理部、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的支持下，由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

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心支行、中关村

发展集团、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等单位联合发起的针对

创新企业信用建设的培育与提升行动，是北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信用进企业”“信用进园区”的重要支撑，连续三年列入北

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点工作。

参与信用领跑行动，企业能够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份荣誉，还

将获得展示信用形象、打造信用品牌的良好机遇。一是了解自身

信用状况，参与本次信用领跑行动的所有企业均将免费获得综合

信用评价和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的信用评价报告；二是充分展示

自身信用形象，信用领跑企业名单将在信用领跑行动、信用主管

部门、企业信用大数据平台以及众多媒体上进行展示，帮助企业

树立信用品牌，对接社会资源；三是逐步规范企业信用管理，伴

随信用领跑行动步伐的推进，企业将参与信用承诺、主动“亮信”、



信用评价、信用培育等环节，通过信用领跑行动，企业对信用建

设的认识逐渐深入，信用管理不断规范，信用应用得到拓宽，信

用资产不断积累，品牌价值得到提升。

2021 年信用领跑行动还推出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守信激

励计划，包括企业价值培育及上市直通车计划、企业信贷融资服

务激励计划、企业信用品牌培育激励计划、企业国际业务信用激

励计划、新型监管方式的“信易批”激励计划、新型商业模式助

力企业产值提升计划等，全面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次信用领跑行动系首都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公益活动，

也是北京“信用社会百姓生活”信用主题宣传月的重点工作，期

待贵企业在信用领跑行动中获得更多收获！

附件：

1．北京市企业创新信用领跑行动 2021 年工作方案

2．信用领跑行动 2021 年守信激励计划

3．信用领跑行动 2021 年推荐单位

4．信用领跑行动 2021 年系列证书说明

5．参与回执

信用领跑行动组委会

联系人：张喆、侯玥、李春兰

电话：13520810950、13207539396、18501080832

电子邮箱：zcpa@zcpa-zgc.org.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43 号青云当代大厦 1004 室

北京市企业创新信用领跑行动组委会（代章）

2021 年 11 月 1 日



附件 1

北京市企业创新信用领跑行动

2021 年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

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 号）等文件精

神，落实《关于加快推进北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

型监管机制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京政办发〔2020〕27 号）《北

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加快开展行业信用评价工作的

通知》（京社信联办发〔2021〕6 号）要求，加快推进信用评价工作，提

升市场主体信用意识，规范信用行为，进一步推进“信用+”创新服务模式，

推动信用应用案例的挖掘与宣传，打造信用品牌，赋能市场主体创新与高

质量发展，为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两区”建设、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总结历年工作

经验基础上，特制定 2021 年北京市企业创新信用领跑行动（以下简称“信

用领跑行动”）工作方案。

一、工作背景

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2018 年 12

月，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简称“信促会”）联合中关村发展集团、北

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等单位，共同发起“信用领跑行动”，旨在以

企业信用评价为基础，构建基于企业信用意识、信用管理规范和信用行为



积累等因素相关联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不断完善企业信用记录，丰富企

业信用数据，用信用的视角审视企业的创新与发展，推进针对信用记录良

好企业的社会激励措施落地实施，全面赋能诚信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帮助

企业提升信用意识，规范信用管理，推进信用应用，打造信用品牌，实现

信用有价的工作目标。

信用领跑行动的发布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和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连

续三年被纳入北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点工作。

二、工作目标

通过信用领跑行动的实施，帮助市场主体提升信用意识、规范信用行

为、推动信用应用、加强信用管理能力、积累信用资产，促进“信易+”创

新应用，不断扩大针对诚信主体的社会化激励，带动北京市企业信用建设

规范的实施与普及，营造“学信、知信、管信、用信”的社会氛围和适合

诚信主体经营发展、快速成长的信用环境。

（一）总体目标

通过打造“五个一工程”（聚集一批专家、建立一套标准、推进一系

列应用、培育一批企业、激励一批典型），帮助市场主体积累信用资产，

推动社会化激励，总结信用应用与诚信经营的典型案例，带动更多市场主

体进入“信用领跑”行列。

（二）年度主题

信用赋能市场主体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三）重点任务

按照信用有价、积累增进、广泛参与、提升形象的总体思路，有序推



进信用领跑行动的以下工作。

1、动员更多信用“0瑕疵”的市场主体参与信用领跑行动；

2、形成与市场主体信用行为、信用管理规范、信用应用能力、信用品

牌打造相结合的信用评价指标，筛选出高质量的信用领跑企业、信用领跑

园区；

3、建立信用培育与积累机制，联合信用园区、社会组织、核心企业及

相关机构，共同培育并不断提升市场主体信用意识，规范信用行为，推进

信用应用，打造信用品牌；

4、通过信用行为的不断积累，逐步增进信用资产，形成正向激励机制，

让信用为市场主体带来更多价值，聚集更多社会资源；

5、挖掘总结信用应用经典案例，建立信用展示平台，让更多市场主体

看到信用价值。

三、组织机构

（一）指导单位：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发起单位

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

中国人民银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心支行

中关村发展集团



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三）联合发起

北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

（四）推荐单位

相关政府部门、专业园区、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社会组织、事业单

位、研究机构及其他企业服务机构等。

四、参与条件

（一）信用领跑企业参与条件：

1、北京市内注册的企业，注册时间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前，近两年无

严重不良信用记录（依据信用中国和信用中国（北京）网公示信息）；

2、企业所属行业不在国家及北京市禁限行业目录；

3、认同信用领跑行动理念，自愿签署信用承诺书，参与信用领跑行动

组织的活动。

（二）信用领跑园区参与条件：

1、园区属于北京市行政区划，园区注册成立时间在 2019 年 1 月 1 日

前；

2、园区运营主体近两年无严重不良信用记录（依据信用中国和信用中

国（北京）网公示信息）；

3、园区认同信用领跑行动理念，愿意动员企业参与信用领跑行动，建

立企业信用培育、积累及发布机制，努力营造并不断提升园区信用环境；



五、行动流程：

（一）申报

参与信用领跑行动的企业通过信用主管部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

创投机构、信用服务机构、专业园区、孵化器及企业服务机构等单位推荐，

可 登 录 信 用 领 跑 行 动 申 报 系 统 进 行 数 据 填 报 。 （ 网 址 ：

www.xinyonglingpao.com）

2、参与信用领跑行动的园区，在获得各区信用主管部门或发起(含联

合发起)单位的推荐后，可联系信用领跑行动组委会咨询并索要申请表单。

（二）合规审核

对企业、园区成立时间、所属行业、信用状况以及填报数据的合规性

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市场主体进入信用领跑行动备选库。

（三）综合评议

依据信用领跑行动评价指标，参考信用服务机构的信用数据及综合信

用评价报告，对入围企业、园区进行系统评价，再组织专家对系统评价结

果进行复审。

（四）名单公示

入围信用领跑企业和信用领跑园区名单的机构将在网上进行公示，接

受社会监督。

（五）名单发布

经过公示并进一步核实无信用问题的企业、园区进入信用领跑企业或

信用领跑园区名单，该名单将统一向社会发布；

参与信用领跑行动的企业可获得综合信用评价等级证书；



参与信用承诺的企业可获得信用企业承诺证书；

参与自愿注册的企业可获得企业“亮信”证书；

信用领跑企业、园区可获得信用领跑证书。

（六）系列培育及资源对接

携手园区等相关单位共同组织信用领跑行动入围企业和信用领跑企业

参与信用管理、融资规划、创新能力等内容的一系列信用培育及资源对接

活动。

六、评价指标

信用领跑企业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信用能力

（60 分）

公共信用记录
企业司法裁决、行政监管等方面公共信用记

录情况

经营状况
包括企业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发展能力、

营运能力等情况

信用行为

（40 分）

信用品牌打造

企业参与信用活动、制定信用标准、参与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以及自身信用管理等方面情

况

信用应用
企业使用信用报告以及各类信用产品的情

况、获得信用融资的情况等

社会责任 参与公益慈善、获得荣誉表彰等的情况

附加项-

创新力评价

（50 分）

研发实力
企业获得各项行政许可、资质证书等情况以

及研发投入情况

创新成果 企业专利、软件著作权等情况

信用领跑园区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园区运营主体信

用状况（35 分）

公共信用
包括园区运营主体司法裁决、行政监管等方面公共

信用记录情况

经营状况
包括园区运营主体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发展能力、

营运能力等情况

在园企业信用状

况（15 分）

公共信用记

录占比

获得荣誉表彰、失信惩戒、行政处罚等各类行为的

在园企业占比

园区信用管理及

信用环境营造

（50 分）

荣誉、资质

园区获得 A级纳税人、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等各类荣

誉以及获得各类行政许可、资质证书、专利、商标、

软著等各类资质证照情况

信用应用
在入园筛查、招商引资、政策申报、业务办理等事项中

使用信用产品的情况以及开展各类“信易+”应用情况等

信用环境营

造

园区参与信用活动、推荐诚信典型案例，组织企业

参与信用领跑行动和自愿注册信用信息等情况

失信治理
建立信用关爱机制，帮助在园企业完成信用修复的

情况

七、时间安排

2021 信用领跑行动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时间 项目 内容

2021 年 8 月－10 月 走访调研
1 组织专家讨论及调研活动，完善行动方案；

2 完善信用领跑行动数据填报系统及评价系统

2021 年 10 月-11 月 数据填报

1 组织信用领跑行动宣贯活动，动员园区、企业参与

信用领跑行动；

2 参与信用领跑行动的企业登录数据填报系统进行

数据填报，参与信用领跑行动的园区联系组委会提

交相关信息；

3 对参与单位填报数据进行合规初审；

2021 年 11 月-12 月 综合评议
1 系统评分和专家复审；

2 选取评分高的企业、园区进入信用领跑备选名单；



3 信用领跑入围名单网上公示

2021 年 12 月 名单发布

1 发布信用领跑企业名单；

2 发布信用领跑园区名单；

3 参与企业可网上查询综合信用评价报告

2022 年 信用培育
1 组织信用培育系列活动；

2 组织资源对接系列活动



附件 2

信用领跑行动 2021 年守信激励计划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

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 号）等文件精

神，落实《关于加快推进北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

型监管机制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京政办发〔2020〕27 号）《北

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加快开展行业信用评价工作的

通知》（京社信联办发〔2021〕6 号）要求，鼓励社会力量构筑共建共享

共治机制，形成协同效应，推进守信联合激励，信用领跑行动联手相关部

门、金融投资机构、担保公司、信用服务机构及其他企业服务机构，共同

推进 2021 年守信激励计划（简称“激励计划”）。

激励计划所要激励的企业为参与 2021 年信用领跑行动的企业，激励支

持资金总金额在百亿元，包含专业服务、优先支持、定制方案、绿色通道

等相关内容，全力赋能参与信用领跑行动的企业，共同推进企业创新与高

质量发展。具体内容如下：

一、企业价值培育及上市直通车计划

2021 年 9月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落地，标志着国家战略由大资产时代

向大资管时代调整过渡。在此背景下，2021 年信用领跑行动针对有上市融

资计划的优质企业，推出“企业+信用+科技+文化+顶层设计”的企业价值

培育与提升计划，助力企业市值提升，搭乘“上市直通车”实现 IPO。包

括：

（一）上市辅导与培育计划：联合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等相关机



构，共同推进企业上市培育与辅导，帮助企业厘清上市流程、梳理上市辅

导方案，实现顶层设计、结构调整、价值挖掘与快速提升，完成融资及相

关资源快速匹配；

（二）融资规划及路演辅导：帮助具有股权融资需求的企业，做好融

资规划，根据融资规划，有计划地组织专家指导企业提升 BP能力，提高融

资效率，帮助企业组织融资路演活动和项目问诊服务，邀请投资机构共同

举办小范围行业专场、CEO 私享会等专场服务；

（三）企业项目募投奖励：帮助募投项目做好落地规划，帮助落地募

投项目申请市区两级奖励政策，帮助企业咨询并争取相关区域的税收返还

及人才奖励政策等；

（四）信用价值积累与提升：联手天使投资机构及种子基金，重点支

持原创类早期科技企业，建立早期企业的“育苗”遴选及培育计划，帮助

企业通过信用培育、信用积累、信用管理等，实现信用价值的提升，携手

投资与金融机构，共同推进投贷联动或股债结合，真正实现“以信用促融

资，以融资促发展”的目标，让企业的信用价值不断增长，助力企业健康

快速成长；

二、企业信贷融资服务激励计划

（一）绿通及费率优惠：参与信用领跑行动的企业如有债权融资需求，

在通过企业信用状况审核后，组委会可将企业推荐给信用赋能合作伙伴中

的金融及担保机构，享受专人绿色通道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费率优惠、

融资额度提升、快速审批等服务；

（二）极低利率的创业贷：参与信用领跑行动的企业，2021 年社保人



数增加达到或超过 15%的，经组委会推荐可获得信用赋能合作伙伴提供的

超低利率的创业贷，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三）实现知识产权融资：拥有专利及软著的企业，通过信用核审后

可由组委会推荐给信用赋能合作伙伴，通过相关产品实现知识产权融资，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四）项目专项审批服务：对于高成长企业的融资项目，可由组委会

推荐给信用赋能合作伙伴，围绕企业融资专项，订制个性化短中长期信贷

融资相结合的融资服务计划和担保服务计划；

（五）企业票据融资服务：推进规模企业的票据融资业务，电子银承

贴现实现秒放款；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方式灵活；推进票据质押短融、

贷款及电票保贴业务等，充分满足企业资金流动性需求；推动企业债务融

资业务，包括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工具、

永续票据、项目收益票据、资产支持票据、并购票据、熊猫债、绿色债券

等业务。

三、企业信用品牌培育激励计划

（一）企业信用评价与积累：参与信用领跑行动的企业可免费获得企

业综合信用评价报告及第三方服务机构的综合信用评价报告，企业的信用

行为和信用能力将获得积累，成为企业未来信用价值的组成；

（二）企业信用展示与推介：组委会将争取在能够代表北京信用的官

方网站及企业信用信息的大数据查询网站中展示信用领跑行动和信用领跑

企业的相关信息，帮助企业树立信用品牌，展示并推介企业信用形象；

（三）信用案例挖掘与推广：帮助企业整理、挖掘信用行为及信用应



用的经典案例,包含文章及视频等内容，在相关媒体、网站及新媒体平台进

行展示推广，帮助企业讲好信用故事，积累信用资产；

（四）信易票融资激励：2021 年信用领跑行动将选择信用状况良好的

核心企业推进信易票试点工作，帮助企业量身定制适合自身的商票方案，

为企业架构属于自己的信用品牌，通过商业票据的使用，完成融资、支付

与财务管理提升等功能，让企业财务中心转化为利润部门。

四、企业国际业务信用激励计划

（一）国外企业信用状况查询与背调：帮助开展国际业务的企业在业

务开展前对国外企业及合作方的信用状况进行查询或做进一步背景调研，

帮助信用企业与守信的国外企业开展业务；

（二）国际企业供应链体系咨询与服务：帮助希望开展国际业务的企

业了解国际企业供应链管理体系，针对希望进入的供应链推进咨询与服务；

（三）国内证及国内证融资：依托国内证，通过国内证买方融资、国

内证福费廷、买方代理福费廷业务满足企业融资需求，补充低成本人民币

流动资金，进一步提升企业资金使用效率；

（四）全功能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设立资金池后，集团境内外

资金在限额内划拨不再受限，境内外成员单位可自行选择货币进行资金归

集、调拨，为企业进一步提升境内外资金使用效率、节约财务成本提供帮

助；

（五）跨境投融资外汇合规咨询服务：针对境外股权融资、外商直接

注资、海外并购、VIE 架构搭建等领域，为企业提供专业、前沿的外汇合

规咨询服务，给企业带来便利化政策服务的同时，为企业合规经营提供帮



助。

五、新型监管方式的“信易批”激励计划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

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 号）精神，推进

包含“信易批”等内容的新型监管方式的实施。对信用领跑企业实施“无

事不扰”、“容缺受理”和审批绿色通道的激励措施，与相关部门共同探

讨并推进针对信用企业激励政策的出台与落地实施。

六、新型商业模式助力企业产值提升

通过信用领跑行动遴选优质企业参与“信用领跑联盟”城市行活动，

面向全国选取目标城市、园区举行信用领跑及信用环境营造城市、园区建

设活动，邀请主要领导与企业面对面交流畅谈，助力企业打通业务落地场

景，实现产值扩大。



附件 3

信用领跑行动 2021 年推荐单位

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

北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

中关村软件园

华夏幸福创新中心

金融安全产业园

好景象科技孵化器

北京企业评价协会

中关村创业生态发展促进会

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孵化联盟

中关村视听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北京信息化协会

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关村天使百人会

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中关村科技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眼查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信用评价有限公司

齐平有孚（北京）资信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宜信致诚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中贸远大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中胜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国富泰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中企评协信用评级中心(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宸信征信有限公司

北京华财会计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 4

信用领跑行动 2021 年系列证书说明

2021 年，信用领跑行动组委会将为参与企业提供系列证书，纸质版发

放企业，电子版将通过申报系统对外展示。

一、企业综合信用评价等级证书

(样例)

获取方式：符合参与条件，完成本次信用领跑行动相关数据填报并审

核通过的企业。

二、信用企业承诺证书

(样例)

获取方式：符合参与条件，完成本次数据填报、审核通过的企业。（贵



单位领取证书后，需向组委会提供加盖公章证书电子版用于系统展示）。

如有需要，请填写附件 4参会回执信息。

三、企业“亮信”证书

(样例)

获取方式：完成数据填报并通过审核的企业，登录“信用中国（北京）”

网站（http://creditbj.jxj.beijing.gov.cn/credit-portal/），完成市

场主体信用信息自愿注册内容填报，经“信用中国(北京)”确认的申报企

业。



四、信用领跑证书

(样例)

获取方式：符合参与条件，完成信用领跑行动申报、评价、公示流程，

进入“2021 北京市企业创新信用领跑企业名单”的企业。



附件 5

北京市企业创新信用领跑行动参与回执

参与 2021 年信用领跑行动，是否愿意信用信息自愿注册、签署信

用承诺书。

请扫描活动二维码，填写回执信息。

如有疑问，扫码加入 2021 信用领跑企业咨询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