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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单位 主体类别 信息类别 信息项名称 数据项名称 公开属性 共享范围

一
国家能源局
核电司

法人 基本信息 1
核电厂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验收
审批信息

企业名称 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公开 无条件共享

项目名称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审批文号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审批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审批机关 公开 无条件共享

二
国家能源局
市场监管司

法人 不良信息 1 行政处罚信息

企业名称 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决定书文号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类别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事由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事项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处罚标准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内容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执行情况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机关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公开 无条件共享

自然人 不良信息 2 行政处罚信息

姓名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号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决定书文号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类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事由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事项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处罚标准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内容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执行情况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机关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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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单位 主体类别 信息类别 信息项名称 数据项名称 公开属性 共享范围

二
国家能源局
市场监管司

法人 不良信息 3 行政监督检查信息

企业名称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文书文号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检查处理类别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检查内容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主要问题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理情况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整改情况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理日期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理机关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法人 不良信息 4 行政裁决信息

裁决被告人名称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裁决种类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是否终局裁决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裁决内容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裁决事由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裁决执行情况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法律依据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裁决日期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裁决机构名称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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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单位 主体类别 信息类别 信息项名称 数据项名称 公开属性 共享范围

二
国家能源局
市场监管司

法人 优良信息 5 行政奖励信息

企业名称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名称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事项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级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授予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授奖机构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认定文书（文函）号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标准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自然人 优良信息 6 行政奖励信息

姓名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号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名称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事项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级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授予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授奖机构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认定文书（文函）号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标准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所在企业名称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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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单位 主体类别 信息类别 信息项名称 数据项名称 公开属性 共享范围

三
国家能源局

电力安全监管司

法人 不良信息 1 行政处罚信息

企业名称 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决定书文号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类别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事由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事项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处罚标准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内容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执行情况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机关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公开 无条件共享

自然人 不良信息 2 行政处罚信息

姓名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号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决定书文号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类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事由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事项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处罚标准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内容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执行情况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机关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4



信源单位 主体类别 信息类别 信息项名称 数据项名称 公开属性 共享范围

三
国家能源局

电力安全监管司
法人 不良信息 3 行政监督检查信息

企业名称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文书文号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检查处理类别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检查内容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主要问题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理情况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整改情况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理日期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理机关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四
国家能源局
电力业务资质
管理中心

法人 不良信息 1 行政处罚信息

企业名称 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决定书文号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类别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事由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事项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处罚标准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内容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执行情况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机关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公开 无条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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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单位 主体类别 信息类别 信息项名称 数据项名称 公开属性 共享范围

四
国家能源局
电力业务资质
管理中心

自然人 不良信息 2 行政处罚信息

姓名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号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决定书文号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类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事由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事项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处罚标准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内容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执行情况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机关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法人 不良信息 3 行政监督检查信息

企业名称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文书文号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检查处理类别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检查内容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主要问题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理情况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整改情况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理日期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理机关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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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单位 主体类别 信息类别 信息项名称 数据项名称 公开属性 共享范围

五
国家能源局
大坝安全监察

中心
法人 基本信息 1

水电站大坝安全注册
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 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大坝名称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安全注册级别 公开 无条件共享

有效起始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有效到期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六
国家能源局

电力可靠性管理和
工程质量监督中心

法人 不良信息 1 行政监督检查信息

企业名称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文书文号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检查处理类别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检查内容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主要问题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理情况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整改情况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理日期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理机关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七
国家能源局
派出机构

法人 基本信息 1
企业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公开 无条件共享

企业所属行业类别 公开 无条件共享

企业类型 公开 无条件共享

企业所在区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企业住所 公开 无条件共享

注册资金 公开 无条件共享

注册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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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单位 主体类别 信息类别 信息项名称 数据项名称 公开属性 共享范围

七
国家能源局
派出机构

自然人 基本信息 2
电力企业法定代表人

基本信息

所在企业名称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姓名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类型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号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性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职称和职业资格信息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自然人 基本信息 3
电力企业技术负责人

信息

姓名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类型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号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性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证书类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证书编号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职业注册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有效起始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有效到期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执业机构名称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自然人 基本信息 4
电力企业

生产运行负责人
信息

姓名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类型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号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性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证书类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证书编号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职业注册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有效起始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有效到期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执业机构名称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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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单位 主体类别 信息类别 信息项名称 数据项名称 公开属性 共享范围

七
国家能源局
派出机构

自然人 基本信息 5
电力企业安全负责人

信息

姓名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类型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号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性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证书类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证书编号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职业注册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有效起始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有效到期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执业机构名称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自然人 基本信息 6
电力企业财务负责人

信息

姓名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类型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号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性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证书类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证书编号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职业注册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有效起始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有效到期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执业机构名称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法人 基本信息 7
电力业务许可证

信息

企业名称 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公开 无条件共享

许可类别 公开 无条件共享

许可证编号 公开 无条件共享

有效起始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有效到期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许可证核发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许可证核发机关 公开 无条件共享

许可证书状态 公开 无条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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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单位 主体类别 信息类别 信息项名称 数据项名称 公开属性 共享范围

七
国家能源局
派出机构

法人 基本信息 8
承装（修、试）
电力设施许可证

信息

企业名称 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公开 无条件共享

许可类别和等级 公开 无条件共享

许可证编号 公开 无条件共享

有效起始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有效到期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许可证核发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许可证核发机关 公开 无条件共享

许可证书状态 公开 无条件共享

法人 基本信息 9
电力安全生产
备案信息

企业名称 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公开 无条件共享

项目名称 公开 无条件共享

项目类别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备案情况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备案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备案机关 公开 无条件共享

法人 基本信息 10
售电公司

注册备案信息

企业名称 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售电公司类型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备案主体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备案内容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备案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备案机关 公开 无条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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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单位 主体类别 信息类别 信息项名称 数据项名称 公开属性 共享范围

七
国家能源局
派出机构

法人 不良信息 11 行政处罚信息

企业名称 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决定书文号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类别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事由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事项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处罚标准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内容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执行情况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机关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公开 无条件共享

自然人 不良信息 12 行政处罚信息

姓名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号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决定书文号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类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事由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事项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处罚标准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内容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执行情况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机关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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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单位 主体类别 信息类别 信息项名称 数据项名称 公开属性 共享范围

七
国家能源局
派出机构

法人 不良信息 13 行政监督检查信息

企业名称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文书文号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检查处理类别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检查内容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主要问题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理情况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整改情况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理日期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理机关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法人 不良信息 14 行政裁决信息

当事人名称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裁决种类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是否终局裁决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裁决内容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裁决事由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裁决执行情况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法律依据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裁决日期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裁决机构名称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不公开 无条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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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单位 主体类别 信息类别 信息项名称 数据项名称 公开属性 共享范围

七
国家能源局
派出机构

法人 不良信息 15
信用承诺

及其未履行情况信息

企业名称 公开 无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办理事项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处罚决定文号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类别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事由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处罚标准 公开 无条件共享

违反信用承诺行为描述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日期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执行情况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处罚机关 公开 无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公开 无条件共享

自然人 不良信息 16
信用承诺

及其未履行情况信息

姓名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号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办理事项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处罚决定文号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类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事由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处罚标准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违反信用承诺行为描述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执行情况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处罚机关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失信行为类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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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单位 主体类别 信息类别 信息项名称 数据项名称 公开属性 共享范围

七
国家能源局
派出机构

法人 优良信息 17 行政奖励信息

企业名称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名称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事项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级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授予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授奖机构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认定文书（文函）号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标准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自然人 优良信息 18 行政奖励信息

姓名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个人证件号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名称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事项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级别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授予日期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授奖机构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认定文书（文函）号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奖励标准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所在企业名称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不公开 有条件共享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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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清单是规范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归集和共享的指引。

根据《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2021年版）》有关要求，清单明

确规定了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平台归集国家能源局有关业务司、派出

机构、有关直属事业单位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公共信用信息范

围和具体内容，为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提供数据基础。

一、编制依据和基本概念

（一）编制依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5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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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关于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

发〔2016〕51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9〕18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能源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13〕51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

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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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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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 构建诚信建设

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

目录（2021年版）〉和〈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2021年版）〉

的通知》（发改财金规〔2021〕1827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意见

（2016-2020年）>的通知》（国能资质〔2016〕350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归集和使

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国能资质〔2016〕388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12398能源监管热线举报奖励办法>的

通知》（国能发监管〔2017〕26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工作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国能发资质〔2017〕37号）

（二）基本概念

1.能源行业市场主体。根据《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归集和

使用管理办法》（国能资质〔2016〕388号），能源行业市场主体是指

从事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能源领域

的生产、输送、供应、服务、建设等相关业务的法人，以及上述单

位法定代表人、生产运行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和财务

负责人等相关执（从）业的自然人。

2.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信息。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包括

国家能源局有关业务司、派出机构、有关直属事业单位在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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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产生的，可用于识别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状况的数据和资

料。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包括基本信息、优良信息和不良信

息等。国家能源局有关业务司、派出机构、有关直属事业单位等信

源单位需按照本清单录入对应数据。若数据涉及国家秘密，则不录

入。

（1）基本信息。法人基本信息包括：法人的登记/注册/备案信

息，资质或证照信息，行政许可信息；其他能够反映基本情况的信

息。

自然人基本信息包括：法定代表人、生产运行负责人、技术负

责人、安全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等相关执（从）业人员的基本信息；

取得的资格、资质等信息；其他能够反映基本情况的信息。

（2）优良信息。法人及自然人受到县级以上行政机关表彰或被

授予荣誉称号的信息；获得有关社会团体的奖励和表彰信息；其他

良好信息。

（3）不良信息。法人不良信息包括：法人受到行政处罚信息；

许可监管领域，电力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领域，市场交易领域，施

工、监理、勘察、设计、招投标等工程建设领域，节能减排领域等

的行政检查过程中出现问题受到处理的信息；信用承诺及其未履行

情况信息；其他失信信息。

自然人不良信息包括：法定代表人、生产运行负责人、技术负

责人、安全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等相关执（从）业人员受到行政处

罚信息；因违法行为被取消执业资格（资质）的信息；行贿、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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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违法记录；其他失信信息。

二、主要内容释义

本清单包括信源单位、主体类别、信息类别、信息项名称、数

据项名称、公开属性、共享范围等 7方面内容，收录信息涉及国家

能源局 3个业务司，18家派出机构，3家直属事业单位；涉及信息

项 33项，其中法人信息项 22项、自然人信息项 11项。

1.信源单位。指向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平台报送信用信息的单位，

包括国家能源局有关业务司、派出机构、有关直属事业单位。

2.主体类别。指信息项对应的信息主体，分为法人和自然人。

3.信息类别。指信源单位填报信息的类型，按照《能源行业市场

主体信用信息归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归集基本信息、优

良信息、不良信息三类。

4.信息项名称。指信源单位填报信息的具体名称。

示例 1：基本信息中的“企业基本信息”即信息项。

示例 2：优良信息中的“行政奖励信息”即信息项。

示例 3：不良信息中的“行政处罚信息”即信息项。

5.数据项名称。是每个信息项所包含的具体数据内容，即构成每

个事项的字段。

示例：“企业基本信息”信息项的数据项包括企业名称、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企业所属行业类别、企业类型、企业所在

区域、企业住所、注册资金、注册日期等。其中，尚未取得“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的组织，暂时提交组织机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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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开属性。指社会公众在信用能源网站上查询每条数据项的权

限。分为两类：一是公开，指不经信息主体授权即可查询信息；二

是不公开，指须经信息主体授权后方可查询信息。

7.共享范围。指政务部门（指政府部门及法律法规授权具有管理

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相关信源单位在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平台上

查询及共享信用信息的权限。分为三类：一是无条件共享，即平台

可以提供给所有单位共享使用的信用信息；二是有条件共享，即平

台仅提供给相关单位使用或仅部分提供给所有单位共享使用的信用

信息；三是不予共享，即不对其他单位共享使用的信用信息。

需要说明的是，每个数据项的公开属性和共享范围主要根据国

家法律法规中有关信息公开方面的规定、涉及企业商业秘密及个人

隐私保护的要求，以及网络信息安全的有关制度予以确定。对于行

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企业的基本信息等内容，均按照国家的有

关要求，统一设置为公开和无条件共享，社会公众、政务部门、信

源单位均可在信用能源网站上直接查询（特殊情况除外）；对自然人

的相关信用信息和行政奖励信息，统一设置为不公开和有条件共享，

不能在信用能源网站上公开查询，仅在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平台上查

询使用；行政监督检查信息及行政裁决信息，统一设置为不公开和

无条件共享，仅在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平台上查询使用。

三、数据填写要求

（一）通用信用信息填写要求。

1.法人单位代码。数据项中涉及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单位代码应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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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注 1：若用 Excel方式提供，应采用单元格“文本”格式。

注 2：若代码中含有英文字母的，应采用英文字母大写格式，如

“X”。

注 3：若证件中有特殊符号的，应采用半角。

2.自然人证件号码。自然人证件类型分为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居留证等。数据项

中涉及自然人的证件号码填写应符合以下要求：

（1）内地居民采用 18位身份证号；

（2）港澳居民采用来往内地通行证号；

（3）台湾居民采用来往大陆通行证号；

（4）外籍人士采用公安机关签发的《外国人居留证》，或外事

部门颁发的身份证件，或临时来华的入境、居留证件。

注 1：若用 Excel方式提供，应采用单元格“文本”格式。

注 2：若证件中有英文字母的，应采用英文字母大写格式，如“X”。

注 3：若证件中有特殊符号的，应采用半角。

3.日期格式。所有日期按“年-月-日”格式填写，其中“年”由四位

阿拉伯数字组成，“月”和“日”由两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年月日之间由

短横线连接。

示例：2015-01-01。

（二）国家能源局有关业务司及直属事业单位信用信息范围。

国家能源局有关业务司及直属事业单位包括核电司、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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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电力安全监管司、资质中心、大坝安全监察中心、电力可靠性

和质监中心。

国家能源局有关业务司及直属事业单位主要提供能源行业市场

主体的基本信息、不良信息和优良信息，分别是：

1.法人。主要包括：

（1）基本信息类别中的审批、注册登记信息。

（2）不良信息类别中的行政处罚信息；许可监管领域，电力安

全生产和应急管理领域，市场交易领域，施工、监理、勘察、设计、

招投标等工程建设领域，节能减排领域等行政检查过程中出现问题

受到处理的信息；不服从电力并网互联争议裁决决定的信息。

（3）优良信息类别中的行政奖励信息。

2.自然人。主要包括：

（1）基本信息类别中的身份、执（从）业情况等基本信息。

（2）不良信息类别中的行政处罚信息。

（3）优良信息类别中的行政奖励信息。

（三）国家能源局有关业务司及直属事业单位信用信息录入内

容。

1.企业相关审批、注册登记信息。主要包括：

（1）核电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验收审批信息。录入单位及具

体内容：

国家能源局核电司负责录入通过核电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验

收审批的项目信息，项目单位作为被录入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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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企业名称。指被录入市场主体的营业执照所载企业名称。

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被录入市场主体已经完成

“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情况的，

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③项目名称。指项目单位通过国家能源局相关部门和单位审批

的项目名称。

④审批文号。指项目审批文书的文号。

⑤审批日期。指项目的审批时间，录入格式同“日期格式”。

⑥审批机关。指主管审批项目的国家能源局相关部门和单位名

称。

（2）水电站大坝安全注册登记信息。录入单位及具体内容：

国家能源局大坝安全监察中心负责录入水电站大坝安全注册登

记信息。水电站大坝的安全注册登记主体为电力企业。

①企业名称。指被录入市场主体的营业执照所载企业名称。

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被录入市场主体已经完成

“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情况的，

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③大坝名称。指水电站大坝安全注册登记证所载大坝名称。

④安全注册级别。指水电站大坝安全注册登记证所载安全注册

登记等级，分为甲级/乙级/丙级。

⑤有效起始日期。指水电站大坝安全注册登记证所载安全注册

登记等级的有效期起始时间，录入格式同“日期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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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有效到期日期。指水电站大坝安全注册登记证所载安全注册

登记等级的有效期终止时间，录入格式同“日期格式”。

2.行政处罚信息（法人、自然人）。录入单位及具体内容：

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负责录入对违反电力监管有关规定的处

罚信息，对违反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信

息，对违反可再生能源法有关规定的处罚信息等。

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负责录入对违反电力安全监督管理

有关规定的处罚信息，对违反电力建设工程质量规定和安全生产有

关规定的处罚信息，对违反大坝安全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信息等。

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负责录入对违反电力行政许

可有关规定的处罚信息等。

（1）企业名称或姓名。指被录入企业的营业执照所载企业名称

或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所载姓名。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或个人证件号码。企业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指被录入市场主体已经完成“三证

合一”或“五证合一”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情况的，填写

组织机构代码。个人证件号码指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号码，录

入原则同“自然人证件号码”。

（3）处罚决定书文号。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针对该被录入市场

主体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载文号。

（4）处罚类别。包括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非法财物，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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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

拘留，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5）处罚事由。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针对该被录入市场主体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载“违法违规事实和证据”相关文字描述。

（6）失信行为事项。指《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行为清单（2022

年版）》所列违法违规事项。

（7）失信行为处罚标准。指《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行为清单

（2022年版）》所列相关行政处罚标准。

（8）处罚内容。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针对该被录入市场主体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载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的

相关文字描述。如依据《XX（法规名称）》第 X条第 X款的 XX规

定，罚款 XX元，同时吊销营业执照。

（9）处罚日期。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针对该被录入市场主体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载处罚日期、处罚行为或事件终止日期等，录入

格式同“日期格式”。

（10）处罚执行情况。指国家能源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

被录入市场主体的执行情况，如正常执行、逾期执行、强制执行、

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等。

（11）处罚机关。指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国家能源局相关部

门或单位名称。

（12）失信行为类别。指按照《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行为清

单（2022年版）》对信用行为类别的分类，分为严重失信行为、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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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行为、轻微失信行为。

3.行政监督检查信息（法人）。录入单位及具体内容：

国家能源局有关业务司及直属事业单位录入的行政检查信息主

要针对在日常监管、专项监管、现场检查、随机抽查等行政检查及

管理中发现问题并对其出具监管意见书、监管整改通知书、监管决

定书、监管建议书等监管文书的市场主体，对未发现问题的市场主

体无需录入。

（1）企业名称。指被录入市场主体的营业执照所载企业名称。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被录入市场主体已经完

成“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情况的，

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3）文书文号。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监管意见书、监管整改通

知书、监管决定书、监管建议书等文书中所载文号。

（4）检查处理类别。包括提出监管意见、责令整改、监管约谈、

其他处理措施等。

（5）检查内容。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监管意见书、监管整改通

知书、监管决定书、监管建议书等文书中所载对被录入市场主体进

行检查或管理的内容。

（6）主要问题。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监管意见书、监管整改通

知书、监管决定书、监管建议书等文书中所载被录入市场主体在检

查或管理中发现的主要问题、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行为、违法违规行

为事实和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等相关文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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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处理情况。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监管意见书、监管整改通

知书、监管决定书、监管建议书等文书中所载对被录入市场主体主

要问题的处理决定、监管意见、整改意见、监管决定以及电力建设

工程质量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重大质量受到处理信息等的相关文字

描述。

（8）整改情况。指市场主体按照监管意见书、监管整改通知书、

监管决定书、监管建议书等文书中的相关意见或要求进行整改落实

的执行结果情况的相关文字描述。

（9）处理日期。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监管意见书、监管整改通

知书、监管决定书、监管建议书等文书的出具日期，录入格式同“日

期格式”。

（10）处理机关。指出具监管意见书、监管整改通知书、监管

决定书、监管建议书等文书的国家能源局相关部门或单位名称。

（11）失信行为类别。指按照《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行为清

单（2022年版）》对信用行为类别的分类，分为严重失信行为、较重

失信行为、轻微失信行为。

4.行政裁决信息（法人）。录入单位及具体内容：

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负责录入电力并网互联争议的行政裁决

信息。主要针对当事人双方或单方未执行国家能源局所作出行政裁

决的市场主体，对已按要求执行行政裁决的市场主体无需录入。如

双方均未执行行政裁决，则该项争议行政裁决信息需按两个市场主

体分别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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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裁决被告人名称。指被录入的裁决被告市场主体营业执照

所载的企业名称。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被录入市场主体已经完

成“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情况的，

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3）裁决种类。指国家能源局进行行政裁决的种类，包括：侵

权纠纷、补偿纠纷、损坏赔偿纠纷、权属纠纷、国有资产产权、经

济补偿及其他。

（4）是否终局裁决。指国家能源局作出的行政裁决是否为终局

裁决，如法定终局裁决、非终局裁决。

（5）裁决内容。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行政裁决书所载的具体内

容。

（6）裁决事由。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行政裁决书所载的争议事

项和当事人请求。

（7）裁决执行情况。指市场主体按照行政裁决书中相关要求执

行裁决结果情况的相关文字描述。

（8）法律依据。指国家能源局作出行政裁决书所依据的法律法

规。

（9）裁决日期，指国家能源局作出行政裁决的具体日期，录入

格式同“日期格式”。

（10）裁决机构名称。指出具争议行政裁决书的国家能源局相

关部门和单位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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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失信行为类别。指按照《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行为清

单（2022年版）》对信用行为类别的分类，分为严重失信行为、较重

失信行为、轻微失信行为。

5.行政奖励信息（法人、自然人）。录入单位及具体内容：

国家能源局监管司负责录入在电力建设、生产、供应和使用过

程中做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信息。

（1）企业名称或姓名。指被录入企业的营业执照所载企业名称

或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所载姓名。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或个人证件号码。企业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指被录入市场主体已经完成“三证

合一”或“五证合一”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情况的，填写

组织机构代码。个人证件号码指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号码，录

入原则同“自然人证件号码”。

（3）奖励名称。指被录入市场主体受到行政奖励决定名称。

（4）奖励事项。按照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规定作出行政奖励的具体事项。

（5）奖励级别。指被录入市场主体所获行政奖励的级别，如国

家级、省部级和地市级及以下奖励、表彰及授予荣誉。

（6）奖励授予日期。指行政奖励决定的授予日期，录入格式同

“日期格式”。

（7）授奖机构。指作出行政奖励决定的授予机构名称。

（8）证书（文函）编号。指被录入市场主体所获行政奖励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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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函）或证书所载发文字号、证书编号。

（9）奖励标准。指依据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所列的相关奖励标准，分为给予奖励、给予表彰、授予荣誉

等。

（10）所在企业名称。指被录入自然人所隶属的企业名称。

（四）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信用信息填写范围。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包括：华北能源监管局、东北能源监管局、

西北能源监管局、华东能源监管局、华中能源监管局、南方能源监

管局 6个区域监管局，山西能源监管办、山东能源监管办、甘肃能

源监管办、新疆能源监管办、浙江能源监管办、江苏能源监管办、

福建能源监管办、河南能源监管办、湖南能源监管办、四川能源监

管办、云南能源监管办、贵州能源监管办 12个省级监管办公室，主

要负责录入能源行业市场主体的基本信息、不良信息、优良信息，

分别是：

1.法人。主要包括：

（1）基本信息类别中的登记/注册/备案信息；资质信息；行政

许可信息。

（2）不良信息类别中的行政处罚信息；许可监管领域，电力安

全生产和应急管理领域，市场交易领域，施工、监理、勘察、设计、

招投标等工程建设领域，节能减排领域等领域的行政检查过程中出

现问题受到处理的信息；不服从电力并网互联争议裁决决定的信息；

信用承诺及其未履行情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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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良信息类别中的行政奖励信息。

2.自然人。主要包括：

（1）基本信息类别中的身份、工作情况等信息；取得的资格、

资质等信息。

（2）不良信息类别中的行政处罚信息，信用承诺及其未履行情

况信息。

（3）优良信息类别中的行政奖励信息。

（五）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信用信息录入内容。

1.企业基本信息。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负责录入由其发放许可证

的电力企业的基本信息。

（1）企业名称。指被录入市场主体的营业执照所载企业名称。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被录入市场主体已经完

成“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情况的，

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3）企业所属行业类别。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2011)》进行分类。

（4）企业类型。指被录入市场主体营业执照所载企业类型，如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分公司、事业单位等。

（5）企业所在区域。按被录入市场主体营业执照所载企业住所

所属省市填写，具体到地市级，如安徽省合肥市。

（6）企业住所。按被录入市场主体营业执照所载企业住所填写。



— 17 —

（7）注册资金。按被录入市场主体营业执照所载注册金额数额

填写，单位：万元。

示例：注册资金为 5231000元，则填写为 523.1万元。

（8）注册日期。按被录入市场主体营业执照所载成立日期填写，

录入格式同“日期格式”。

2.企业法定代表人基本信息。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负责录入由其

发放许可证的电力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基本信息。

（1）所在企业名称。指由被录入自然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

名称，录入原则同“企业基本信息”。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指由被录入自然人担任

法定代表人的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录入原则

同“企业基本信息”。

（3）姓名。指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所载姓名。

（4）个人证件类型。指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类型，分为身

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

人居留证。

（5）个人证件号码。指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号码，录入原

则同“自然人证件号码”。

（6）性别。指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所载性别。

（7）职称和职业资格信息。指被录入自然人所获得的职称或职

业资格。

3.企业相关负责人基本信息。企业相关负责人包括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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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运行负责人、安全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等自然人主体。国家能

源局派出机构录入由其发放许可证的市场主体的相关负责人的基本

信息。

（1）姓名。指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所载姓名。

（2）个人证件类型。指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类型，分为身

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

人居留证。

（3）个人证件号码。指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号码，录入原

则同“自然人证件号”。

（4）性别。指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所载性别。

（5）证书类别。分为技术职称证书、职业资格证书。

（6）证书编号。指被录入自然人持有的在有效期内的技术职称

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的证书编号。

（7）职业注册日期。指被录入自然人持有的职业资格证书所载

发证日期，录入格式同“日期格式”。

（8）有效起始日期。指被录入自然人持有的技术职称证书或职

业资格证书的有效期开始日期，如没有有效期可不填，录入格式同“日

期格式”。

（9）有效到期日期。指被录入自然人持有的技术职称证书或职

业资格证书的有效期终止日期，如没有有效期可不填，录入格式同“日

期格式”。

（10）执业机构名称。指由被录入自然人担任相关负责人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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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名称，录入原则同“企业基本信息”。

（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指由被录入自然人担

任相关负责人的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录入原

则同“企业基本信息”。

4.企业相关许可信息。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负责录入电力业务许

可证信息、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信息的相关信息。

（1）企业名称。指被录入市场主体许可证上所载名称，其中“电

力业务许可证”录入证上所载登记名称，“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

可证”录入证上所载单位名称。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被录入市场主体已经完

成“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情况的，

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3）许可类别（和等级）。对“电力业务许可证信息”，许可类别

分为：发电类、输电类、供电类；对“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

证信息”，许可类别和等级分为：承装类/承修类/承试类，一级、二

级、三级、四级、五级。

（4）许可证编号。指许可证书所载证书编号。

（5）有效起始日期。指许可证书所载有效期开始日期，如没有

有效期可不填，录入格式同“日期格式”。

（6）有效到期日期。指许可证书所载有效期到期日期，如没有

有效期可不填，录入格式同“日期格式”。

（7）许可证核发日期。指许可证书所载许可证发证日期或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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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如没有该日期，可不填，录入格式同“日期格式”。

（8）许可证核发机关。指许可证书所载许可证核发机关名称。

（9）许可证书状态。分为有效和无效。

5.企业相关备案信息。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负责录入电力安全生

产备案信息和售电公司注册备案信息。

（1）电力安全生产备案信息。主要包括：

①企业名称。指被录入市场主体的营业执照所载企业名称。

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被录入市场主体已经完成

“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情况的，

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③项目名称。该内容指备案内容的具体名称，如电力建设工程

备案中进行备案的项目名称。

④项目类别。分为燃煤发电厂贮灰场安全备案、电力建设工程

备案。

⑤备案情况。按是否在国家能源局相关司及派出机构进行备案

填写“已备案/未备案”。

⑥备案日期。对进行备案的企业填写备案日期，录入格式同“日

期格式”。

⑦备案机关。被录入市场主体进行相关备案的国家能源局派出

机构的名称。

（2）售电公司注册备案信息。主要包括：

①企业名称。指被录入市场主体的营业执照所载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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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被录入市场主体已经完成

“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情况的，

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③售电公司类型。分为：第一类是电网企业的售电公司。第二

类是社会资本投资增量配电网，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第

三类是独立的售电公司，不拥有配电网运营权，不承担保底供电服

务。

④备案主体。该内容指电力交易机构。

⑤备案内容。该内容指电力交易机构按月向国家能源局派出机

构备案售电公司注册、承诺、公示等情况内容。

⑥备案日期。售电公司注册备案信息公示的日期，录入格式同“日

期格式”。

⑦备案机关。该内容指接受备案的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

6.行政处罚信息（法人、自然人）。录入单位和具体内容：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负责录入对电力建设项目使用国家明令淘

汰的电力设备和技术的处罚信息，对违反电力行政许可有关规定的

处罚信息，对违反电力监管有关规定的处罚信息，对违反电力安全

监督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信息，对违反电力建设工程质量规定和安

全生产有关规定的处罚信息，对违反大坝安全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信息，对违反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信息，

对违反可再生能源法有关规定的处罚信息。

（1）企业名称或姓名。指被录入企业的营业执照所载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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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所载姓名。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或个人证件号码。企业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指被录入市场主体已经完成“三证

合一”或“五证合一”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情况的，填写

组织机构代码。个人证件号码指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号码，录

入原则同“自然人证件号码”。

（3）处罚决定书文号。该内容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针对该被录

入市场主体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载文号。

（4）处罚类别。包括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非法财物，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限

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

拘留，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5）处罚事由。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针对该被录入市场主体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载“违法违规事实和证据”相关文字描述。

（6）失信行为事项。指《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行为清单（2022

年版）》所列违法违规事项。

（7）失信行为处罚标准。指《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行为清单

（2022年版）》所列相关行政处罚标准。

（8）处罚内容。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针对该被录入市场主体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载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的

相关文字描述。如依据《XX（法规名称）》第 X条第 X款的 XX规

定，罚款 XX元，同时吊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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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处罚日期。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针对该被录入市场主体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载处罚日期、处罚行为或事件终止日期等，录入

格式同“日期格式”。

（10）处罚执行情况。指国家能源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

被录入市场主体的执行情况，如正常执行、逾期执行、强制执行、

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等。

（11）处罚机关。指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国家能源局相关部

门或单位名称。

（12）失信行为类别。指按照《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行为清

单（2022年版）》对信用行为类别的分类，分为严重失信行为、较重

失信行为、轻微失信行为。

7.行政监督检查信息（法人）。录入单位和具体内容：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录入的行政检查信息主要针对在日常监

管、专项监管、现场检查、随机抽查等行政检查及管理中发现问题

并对其出具监管意见书、监管整改通知书、监管决定书、监管建议

书等监管文书的市场主体，对未发现问题的市场主体无需录入。

（1）企业名称。指被录入市场主体的工商营业执照登记的企业

名称。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被录入市场主体已经完

成“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情况的，

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3）文书文号。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监管意见书、监管整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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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监管决定书、监管建议书等文书中所载文号。

（4）检查处理类别。包括提出监管意见、责令整改、监管约谈、

其他处理措施等。

（5）检查内容。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监管意见书、监管整改通

知书、监管决定书、监管建议书等文书中所载对被录入市场主体进

行检查或管理的内容。

（6）主要问题。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监管意见书、监管整改通

知书、监管决定书、监管建议书等文书中所载被录入市场主体在检

查或管理中发现的主要问题、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行为、违法违规行

为事实和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等相关文字描述。

（7）处理情况。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监管意见书、监管整改通

知书、监管决定书、监管建议书等文书中所载对被录入市场主体主

要问题的处理决定、监管意见、整改意见、监管决定等的相关文字

描述。

（8）整改情况。指市场主体按照监管意见书、监管整改通知书、

监管决定书、监管建议书等文书中的相关意见或要求进行整改落实

的执行结果情况的相关文字描述。

（9）处理日期。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监管意见书、监管整改通

知书、监管决定书、监管建议书等文书的出具日期，录入格式同“日

期格式”。

（10）处理机关。指出具监管意见书、监管整改通知书、监管

决定书、监管建议书等文书的国家能源局部门或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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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失信行为类别。指按照《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行为清

单（2022年版）》对信用行为类别的分类，分为严重失信行为、较重

失信行为、轻微失信行为。

8.行政裁决信息（法人）。录入单位和具体内容：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录入电力并网互联争议的行政裁决信息。

行政裁决信息主要针对当事人双方或单方未执行国家能源局所作出

行政裁决的市场主体，对已按要求执行行政裁决的市场主体无需录

入。如双方均未执行行政裁决，则该项争议行政裁决信息需按两个

市场主体分别录入。

（1）裁决被告人名称。指被录入的裁决被告市场主体营业执照

所载的企业名称。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被录入市场主体已经完

成“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情况的，

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3）裁决种类。指国家能源局进行行政裁决的种类，包括：侵

权纠纷、补偿纠纷、损坏赔偿纠纷、权属纠纷、国有资产产权、经

济补偿及其他。

（4）是否终局裁决。指国家能源局作出的行政裁决是否为终局

裁决，如法定终局裁决、非终局裁决。

（5）裁决内容。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行政裁决书所载的具体内

容。

（6）裁决事由。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行政裁决书所载的争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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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和当事人请求。

（7）裁决执行情况。指市场主体按照行政裁决书中相关要求执

行裁决结果情况的相关文字描述。

（8）法律依据。指国家能源局作出行政裁决书所依据的法律法

规。

（9）裁决日期，指国家能源局作出行政裁决的具体日期，录入

格式同“日期格式”。

（10）裁决机构名称。指出具争议行政裁决书的国家能源局相

关部门和单位的名称。

（11）失信行为类别。指按照《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行为清

单（2022年版）》对信用行为类别的分类，分为严重失信行为、较重

失信行为、轻微失信行为。

9.信用承诺及其未履行情况信息（法人、自然人）。录入单位和

具体内容：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录入的信用承诺及其未履行情况信息主要

是在办理证明事项、经营许可、信用修复等活动中，市场主体向国

家能源局所做出的信用承诺，以及未能履行该承诺的相关情况信息，

对履行信用承诺的市场主体无需录入。

（1）企业名称或姓名。指被录入企业的营业执照所载企业名称

或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所载姓名。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或个人证件号码。企业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指被录入市场主体已经完成“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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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或“五证合一”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情况的，填写

组织机构代码。自然人的个人证件号码指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

号码，录入原则同“自然人证件号码”。

（3）办理事项。包括证明事项、资质许可、信用修复等。

（4）失信行为处罚决定书文号。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针对该被

录入市场主体未履行信用承诺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载文

号。

（5）处罚类别。包括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非法财物，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限

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

拘留，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6）处罚事由。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针对该被录入市场主体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载“违法违规事实和证据”相关文字描述。

（7）失信行为处罚标准。指《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行为清单

（2022年版）》所列相关行政处罚标准。

（8）违反信用承诺行为描述。对国家能源局发现的市场主体隐

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等违反信用承诺行为的文字描述。

（9）处罚日期。指国家能源局出具的针对该被录入市场主体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载处罚日期、处罚行为或事件终止日期等，录入

格式同“日期格式”。

（10）处罚执行情况。指国家能源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

被录入市场主体的执行情况，如正常执行、逾期执行、强制执行、



— 28 —

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等。

（11）处罚机关。指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国家能源局相关部

门或单位名称。

（12）失信行为类别。指按照《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行为清

单（2022年版）》对信用行为类别的分类，分为严重失信行为、较重

失信行为、轻微失信行为。

10.行政奖励信息（法人、自然人）。录入单位和具体内容：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负责录入在电力建设、生产、供应和使用

过程中做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信息。

（1）企业名称或姓名。指被录入企业的营业执照所载企业名称

或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所载姓名。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或个人证件号码。企业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指被录入市场主体已经完成“三证

合一”或“五证合一”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情况的，填写

组织机构代码。自然人的个人证件号码指被录入自然人的个人证件

号码，录入原则同“自然人证件号码”。

（3）奖励名称。指被录入市场主体受到行政奖励决定名称。

（4）奖励事项。按照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规定作出行政奖励的具体事项。

（5）奖励级别。指被录入市场主体所获行政奖励的级别，如国

家级、省部级和地市级及以下奖励、表彰及授予荣誉。

（6）奖励授予日期。指行政奖励决定的授予日期，录入格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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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格式”。

（7）授奖机构。指作出行政奖励决定的授予机构名称。

（8）证书（文函）编号。指被录入市场主体所获行政奖励认定

文书（函）或证书所载发文字号、证书编号。

（9）奖励标准。指依据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所列的相关奖励标准，分为给予奖励、给予表彰、授予荣誉

等。

（10）所在企业名称。指被录入自然人所隶属的企业名称。

四、信源单位基本信息和信息事项确认

各信源单位需要报送本单位基本信息，并对本单位负责录入信

息项的数据内容和相关事项进行确认，相应及时更新信息事项变化

情况。具体内容见信源单位基本信息表和信息事项确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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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基本信息表
信源单位名称： XXX （单位盖章）

单位全称 XXX 联系地址 XXX

单位简称 XXX 责任部门 XXX

分管领导 XXX 联系电话 XXX

联络人 XXX

联系电话 XXX

手机 XXX

邮件 XXX

传真 XXX

表 2.信息事项确认表
XXX确认向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平台提供以下项法人信息事项和自然人信息事项

（单位盖章）

信源
单位
名称

单位
类别

主体
类别

信息
类别

信息
项名
称

数据
项名
称

公开
属性

共享
范围

提供
周期

提供
方式

数据
产生
频率

注 1：提供周期分为实时、每日、每周、每月等。提供方式分为数据接口、批量导入、

人工录入等。数据产生频率分为每日、每周、每月、每年、不定期等。

注 2：已建立业务系统的信源单位，通过与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平台建立数据接口的

方式，将信用信息实时传送至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平台；未建立业务系统的信源

单位，通过登录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平台申请账号的方式，将信用信息自产生之

日起 7个工作日内录入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平台。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应在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上报至能

源行业信用信息平台进行公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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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布方式

本清单实行动态管理，由国家能源局定期更新并公开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