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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2017年度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名单的公告

重磅！中央深改委第一次会议就强调了诚信建设

李克强：让失信者在全社会寸步难行

“红黑榜”治理工地扬尘有成效全市空气优良率上升

“交通违法入征信”考验制度设计

中国公众诚信观念与诚信意识调查报告



萍乡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于2017年8月8日正式上线，“信用中国

（江西萍乡）”网站同时开通运行，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通过归集整

合各职能部门、社会组织、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各方面数

据，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公共信用信息交换共享，助力推进我市政务

诚信、社会诚信、商务诚信及司法公信建设，是我市守信激励和失信

惩戒工作的重要窗口。

一、争当文明风尚的传播者。

二、争当文明行为的践行者。

三、争当文明创建的推动者。

萍乡市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萍乡市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萍乡市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倡 议 书倡 议 书倡 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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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重磅！重磅！
中央深改委第一次会议就强调了诚信建设

政要发声 A voice of politicians 03/04诚信萍乡
CHENGXIN  PINGXIANG

黑名单该向社会公开的必须公开

加快建设重点民生领域的网上信用体系

李克强：让失信者在全社会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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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总局：
遏制假冒伪劣和不合格商品流向农村市场

 

政要发声 A voice of polit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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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
适时曝光失信险企 

将重点查处强制搭售保险等违规行为

教育部等四部门 治理校外培训机构 重拳

将建黑白名单

治理任务和整改要求包括：

一是

二是

三是

四是

五是

六是

政要发声 A voice of polit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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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震慑 ? 国家发改委给出“老赖” 四个对策

信用信息共享发挥两方面作用

四对策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第一个对策

第二个对策

第三个对策

第四个对策

政要发声 A voice of politicians

推动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促进中小企业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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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读 Policy guide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总体目标

《萍乡市加强政务诚信
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萍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萍府办字［2018］9号

二、重点任务

（一）探索构建广泛有效的政务诚信监督体系

（二）建立健全政务信用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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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读 Policy guide

（三）加强重点领域政务诚信建设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

（ 二 ） 加 强 政 务 诚 信 建 设 的 宣 传 工 作 。

（三）加强监督检查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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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关于加强会计人员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一、《指导意见》的出台有什么重要意义？

二、《指导意见》的起草发布经历了哪些环节？

三、《指导意见》的体例结构及主要内容。

四、下一步，将如何推进《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

工作？

政策导读 Policy guide



红榜公布红榜公布红榜公布
2017年度纳税

信用A级纳税人名单

萍乡市地税局

统一社会信用码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码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关于发布2017年度纳税信用
A级纳税人名单的公告

为推动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支持诚信企业健康发展，营造依法纳税、诚信经营

的良好氛围，萍乡市国税局根据《江西省国家税务局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联合开展

2017年度纳税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赣国税发〔2018〕22号）文件精神，开展了

2017年度纳税信用评价工作，评定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萍乡分公司等314户企业

为2017年度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根据《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4年第40号）规定，现予以发布。

 

　　                                                                                                    萍乡市国家税务局

　　                                                                                                        2018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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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黑 榜 Red and Black List

91360300767043890J

91360300696057127J

913603131590620785

91360300784121344K

9136030078729841XH

360301669759019

91360300696053177T

913603005535496937

360301566294204

913603005787718648

360301589214860

360301589213585

360301669792046

913603007969748038

913603007056375118

91360300731965367J

360301693736407

91360301550852865E

913603005937580946

91360302772376286N

91360300698455348B

913603003225613887

91360300343337967D

360301744293643

360301775876358

360301736398242

360301731969325

360301705632964

360301159066933

360301716503172

360301159064188

360301716501169

913603007056319453

913603008590644100

91360300754222435Y

91360300756769995C

360301859062562

913603008591103094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萍乡中心支公司

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运输萍乡分公司

萍乡市上官岭煤矿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萍乡中心支公司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萍乡中心支公司

萍乡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萍乡分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行

沃尔玛（江西）商业零售有限公司萍乡绿茵广场分店

萍乡水务有限公司

萍乡市威源民爆物品有限公司

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市分行

步步高商业连锁萍乡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九0一地质工程勘察院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萍乡市分公司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萍乡市分公司

江西萍乡长运有限公司

萍乡中煤科达储运有限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华安成品油运输有限公司

江西省山口岩水利枢纽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萍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行

萍乡市置顺陶瓷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西萍乡销售分公司

江西飞碟电器有限公司

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

江西心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医药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西萍乡石油分公司

江西省烟草公司萍乡市公司

萍乡市金路贸易有限公司

萍乡宏盛石灰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行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萍乡中心支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市分行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

360301746071817

91360300159066642K

91360302MA35FYPE5W

913603017165034478

91360300705634580N

91360300705637415Y

360309705636471

36030931056133X

萍乡洪城大厦有限公司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移铁通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

萍乡市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萍乡市投资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市分公司

萍乡市蓝盾实业有限公司

萍乡德怡科技有限公司
91360301767026548R

91360300792818205F

91360301746065759N

360309685971351

913603017670265805

91360300558485270K

91360300772370159Y

913603015918184603

360309593751343

91360300739153793N

913603017391723292

913603015816481890

91360301076883380K

91360300558481878H

360309756760982

91360301741950548K

913603006647564683

91360300667469077J

913603017897358128

360302568690550

360309X12482369

913603010634972299

913603017485134638

360309733933027

360309784124545

91360301705632913F

360309071835080

91360301672441757G

91360301754230953Y

91360301589245245N

江西广恒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江西新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萍乡市嘉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萍乡市诚鑫炉料有限公司

萍乡市安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三长花烟有限公司

萍乡德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萍乡市永固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中煤贸易开发有限公司

安源管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三善机电有限公司

萍乡市群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萍乡市欧凯孚密封件有限公司

诗多拿实业(江西)有限公司

萍乡市恒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蓝翔重工有限公司

江西贯胜鞋业有限公司

江西应陶康顺实业有限公司

萍乡金源恒业火工科技有限公司

宏德盛（江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萍乡市鸿源贸易有限公司

萍乡市博益物资有限公司

萍乡市华夏三信置业有限公司

萍乡市盛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江西汇达特种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萍乡市城北房地产有限公司

江西兆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萍乡市富能化工填料有限责任公司

萍乡市罗马餐饮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省萍乡佳佳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码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码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913603236984553801

91360323159221104M

360312553544446

9136032371650364XK

91360323746059869E

360312705632980

913603235736385970

913603237057162952

360312787291111

360312792803054

913603237363844061

360312759985212

360312159221462

360312705639509

360312796977908

91360300796953834P

91360300763369404Q

913603007511029481

91360300772365659P

360302688502972

360302784135383

913603005560107145

91360300060776169P

91360300716504343Y

913603007994729729

91360300705635575C

91360300792846687D

360313680929007

913603006779704391

360313796983136

913603130768613929

江西安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省安源化工填料有限公司

萍乡市祥石氧化钙有限公司

萍乡市萍安特种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萍乡市乔木汽摩配件有限公司

萍乡市中天化工填料有限公司

江西旺利服饰有限公司

萍乡市琛嘉电子有限公司

萍乡市环球化工填料有限公司

萍乡百斯特电瓷有限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玻瓷高压绝缘子有限公司

萍乡星达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仁江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轩品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萍乡市盛大科技有限公司

萍乡市华雅印务有限公司
91360300733898727U

36031356868007X

91360300566266510N

360313550859012

360313578780031

9136030073196900XC

91360300051640067T

91360300596505287T

360313723936339

913603135535361635

360313558453586

360313696058699

91360300159271881Q

913603137165034122

913603137567956914

360313081496959

91360300769769548E

9136030075679308XE

91360300772390379U

913603136984950598

36031370563445X

913603131590633451

360313X12756868

360313063467038

360313065390812

360313087111001

360313733939584

360313X12746109

360313685958181

360313744268288

360313693744044

91360300769776684X

360313680901098

91360313309298810P

360313696069259

360312056419740

360312309148281

91360323550880719L

360312598896226

91360323767026564B

91360323772353770P

913603237567703632

91360323081467015W

360312727743761

91360323705631179F

360312063493893

360312051647883

360312664784709

91360323662029160K

360312744280957

360312578770001

913603235892231778

91360323591847149P

360323571179710

360312741954944

913603237542162542

91360323MA35HGRX5F

9136032375996266X2

360312775885916

913603236779769885

913603231592265898

江西萍乡龙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萍乡市新群合金包芯线有限责任公司

萍乡市普天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中京科林环保塑料有限公司

萍乡市泰丰碳素有限公司

江西天涯种业有限公司

萍乡市湘东区鹏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萍乡市天丽皮具有限公司

萍乡市科锐通风机厂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萍乡市湘东区分公司

萍乡市兄弟玻璃有限公司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萍乡市湘东区分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天翔瓷业有限公司

萍乡众大高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萍乡市赣西医院有限公司

萍乡凯龙钡盐有限公司

萍乡市兄弟瓷业有限公司

萍乡市顺前贸易有限公司

萍乡宝海锌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萍乡市众邦冶金有限公司

萍乡市钢花劳保用品服装厂

江西联达冶金有限公司

萍乡市麻山铸造机械厂

萍乡三鑫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萍乡市诚鑫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萍乡市华群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萍乡市中兴填料有限公司

萍乡市城南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萍乡市桃源水电有限公司源头石坝电站

萍乡市乐乐腐植酸厂

萍乡市红土地腐植酸有限公司

萍乡市群力工业填料有限责任公司

萍乡市亮启陶瓷有限公司

萍乡市汉林矿业有限公司

萍乡市萍优矿产加工厂（普通合伙）

芦溪水务有限公司

萍乡大塘边贸易有限公司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芦溪县分公司

芦溪县蔗棚加油站（普通合伙）

芦溪县鑫源乙炔厂

江西省芦溪县立新药业有限公司

萍乡市金牛革业有限公司

中化石油江西有限公司芦溪新田加油站

芦溪县新浪潮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萍乡市烟草公司芦溪分公司

中材江西电瓷电气有限公司

江西亿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萍乡市信源电瓷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博鑫精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萍乡东方医药包装有限公司

安徽瑞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芦溪分公司

江西宝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元邦制衣有限公司

江西省一互电气有限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宏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龙游县金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芦溪分公司

江西佳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芦溪分公司

萍乡市金刚陶瓷材料有限公司

萍乡市华瑞电瓷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萍乡电瓷厂电力电器有限公司

江西高强电瓷集团有限公司

913603236937040935 萍乡市芦溪县金洋电瓷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芦溪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第四电瓷厂

江西日江水泥制造有限公司芦溪分公司

江西省星海电瓷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百新电瓷电气有限公司

萍乡市第二高压电瓷厂

萍乡旭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萍乡市高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芦溪县溢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萍乡市坪村水电旅游有限公司

芦溪县东岭水电有限公司

芦溪县金龙水电站(普通合伙)

芦溪县长丰胜利水电站

江西省芦溪县大安里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江西省清河畜牧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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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码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码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9136032366201804XN

360312674993627

91360323759996616R

360312705634898

913603237319774805

91360323727770014Y

913603227841245619

913603226937350254

91360322778829039F

360311744260403

91360322705520284N

360311314774025

36031132254780X

91360300MA35GYA19W

91360322794788716U

91360322L134248927

91360322677999522C

913603225686803014

913603226859623911

91360300683455687C

91360322775860372A

91360322591849048Y

91360322063462261N

91360322553536016L

9136032266203981X9

913603225816079340

91360322MA35MTQ52G

913603224913903050

91360322769754776N

91360322571176042P

91360322063459935J

91360322083932697W

36031176339049X

360311746064502

芦溪县万龙山麦坪水电站(普通合伙)

萍乡市广宣鞋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芦溪县万龙山湘万水电站(普通合伙)

江西省银河杜仲开发有限公司

萍乡市南岭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芦溪县千丈岩水电站(普通合伙)

上栗县宏安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上栗县分公司

萍乡市金泰花炮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鑫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萍乡市百利出口花炮厂

江西畅耀烟花有限公司

江西海钜贸易有限公司

江西上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萍乡市星河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上栗县何家冲出口花炮厂

中材萍乡水泥有限公司

江西省嘉信担保有限公司

江西印山台水泥有限公司

江西安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万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栗县金山镇黎塘村采石场

萍乡市长兴酒业贸易有限公司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上栗县分公司

上栗县金色种业有限公司

上栗县石源建材有限公司

江西省聂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滨江华府项目部

上栗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雄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栗县金诺恒通混凝土有限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金水湾房产有限公司

上栗县众义贸易有限公司

萍乡市毛家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萍乡市美景环保陶瓷有限公司

360311769794639

913603226937419946

913603227339112824

913603221591831873

9136032266204941XA

360311561086633

360311566296154

360311662010945

91360322576102536B

91360322071828526F

360311343341579

360311731948372

360311698498612

360311332958178

91360322MA35F97LXR

91360322698454767M

360321792801278

360321688505970

913603215508968330

360321759969175

91360321769796933K

360321556028201

91360300563825110N

913603005736411987

360321705638688

91360321705638426P

360321589238045

9136030005443172XF

360321054440220

91360300669765574W

360321705638418

913603217339360769

91360321051629933D

36032167242085X

萍乡市蓝天环保节能有限公司

萍乡市兴华汽车玻璃有限公司

江西日江上栗水泥有限公司

萍乡市南风风机厂(普通合伙)

萍乡通宇特种涂料有限公司

萍乡市协晟鞋业有限公司

萍乡市丰鑫机电有限公司

萍乡焱鑫支承环有限公司

江西康裕医药有限公司

萍乡市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栗县利源贸易有限公司

江西金诚填料有限公司

上栗县桐木镇枧冲村马岭坳采石场(普通合伙)

上栗县蕉源新型环保墙体材料厂

上栗县宏昌新型墙体材料厂

江西宝盛医药有限公司

江西林肯鞋业有限公司

莲花县海伦制衣厂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莲花县分公司

江西省莲花水轮机厂有限公司

江西美特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

江西侨锋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凯宾实业有限公司

萍乡市鸿安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江西金泰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永特合金有限公司

萍乡市昌盛水泥厂有限公司

江西塔罗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萍乡市昌盛混凝土有限公司

江西宝海微元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莲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萍乡市瑞宝高温陶瓷材料有限公司

萍乡市恒升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莲花县顺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红 黑 榜 Red and Black List

9136030109979695XX

360309314671966

91360301664797008T

913603017165018636

360309677972952

360309677985497

360309690987390

360309693718049

360309561097121

91360301571170388N

360309693745637

91360300674950301D

360309696084168

91360301568657718F

91360301763358027W

360309763392575

360309566277500

360309553507194

360309685951238

360309763379135

91360300733935751T

360309781482697

360309589226255

9136030175424436X3

360309756790962

360309733937423

36030958404652X

91360301698464754M

36030955350871X

360309685960003

360309716502882

360309612742320

360309698455671

360309772380461

360309060757478

91360300784121328X

360309778829565

913603000697089205

91360300688525947K

91360300756790233E

91360300781476385T

360302662046729

91360300680910349L

913603007947986667

91360300576144285X

360302586586941

91360301772367611P

913603006620453983

9136030079479258XF

360302337015786

360302056444620

9136030267496528XF

913603017485134638

913603007567675351

91360300693732289G

91360300589245763G

91360300789733331X

360302739178034

913603007165026393

360302568690550

91360300054420326J

萍乡市国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萍乡市雷斯丹顿表业有限公司

江西美地新进出口有限公司

萍乡市吉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萍乡市天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萍乡市亦丰贸易有限公司

萍乡市金凯贸易有限公司

萍乡市丹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江西威德服饰有限公司

萍乡市鼎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萍乡市力华填料有限公司

三瑞科技(江西)有限公司

萍乡浏阳河饲料有限公司

江西柯美纸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迪尔化工填料有限公司

萍乡市康恒工贸有限公司

江西省开谱来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萍乡市和鑫环保填料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萍乡市苹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萍乡市必高米业有限公司

江西鑫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天顺医药有限公司

江西伟普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联友建材有限公司

萍乡市圣峰填料有限公司

萍乡市威达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萍乡市特奥商贸有限公司

萍乡科帕克进出口有限公司

萍乡市鸿明种养专业合作社

萍乡市瑞鹏贸易有限公司

萍乡市永顺陶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萍乡市华盛纸箱包装有限公司

萍乡市威尔美实业有限公司

萍乡市群利畜禽屠宰有限公司

萍乡市大邦工贸有限公司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萍乡市港萍混凝土有限公司

萍乡市金六喜门业有限公司

萍乡东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西联达白源冶金有限公司

萍乡思创泰华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南昌百货大楼萍乡有限责任公司

萍乡市哲成电器电缆物资有限公司

江西省东星塑业有限公司

萍乡市鑫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西纳优科技有限公司

萍乡运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萍乡市隆盛工矿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恒宇房地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萍乡市豪在房地产有限公司

江西萍乡煜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市金桥焊材集团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

萍乡市华夏三信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广厦（集团）萍乡安源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萍乡跃进南路专卖店

萍乡安源富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萍乡市环宇空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萍乡市嘉禾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萍乡市吉力尔陶瓷有限公司

宏德盛（江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萍乡市永安昌荣实业有限公司

360309674983007

913603017460640359

91360301756773791F

91360301759982070T

360309727751788

91360301561099194U

91360301584015387B

360309491330580

9136030178148502XW

360309723902227

360309705637159

91360301091064498B

360309683480479

360309314677700

91360301751133250E

萍乡市赣西民爆物品销售有限公司

萍乡市方兴石化填料有限公司

江西希尔康泰制药有限公司

江西省赣湘建筑服务有限公司

江西湘安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萍乡市南剑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江西天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萍乡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

萍乡国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萍乡市金陶化工填料有限公司

萍乡市新能煤炭工贸有限公司

江西威尔士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萍乡市诚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萍乡市新世纪餐饮有限公司壹号公馆

江西省萍乡市鑫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3603017165034478 萍乡市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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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市专栏 Cheng "City column

力推信用建设 助力文明创建
我市召开2018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会议

“红 ”“红 ”黑 治理黑 治理榜榜“红 ”黑 治理榜
工地扬尘有成效全市空气优良率上升工地扬尘有成效全市空气优良率上升工地扬尘有成效全市空气优良率上升



23/24诚信萍乡
CHENGXIN  PINGXIANG

安源区凤凰街各社区 萍乡市诚信建设促进会联合

开展诚信教育宣传活动

“诚”市专栏 Cheng "City column

1、（6月1日）凤凰街办事处联合萍乡市诚信建设促进    

会举办诚信教育进街道进社区活动在安源区凤凰街道办

事处举行。 
2、（6月8日）萍乡市诚信教育进社区活动在凤凰街道李子

园社区举行
3、（6月14日）萍乡市诚信教育进社区活动在河口下社区

和商城社区举行
4、（7月5日）萍乡市诚信教育进社区活动在凤凰街花园社

区举行
5、（7月19日）萍乡市诚信教育进社区活动在凤凰池社区

和江湾社区举行

1

2

3

4

5

诚实守信，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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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市召开司法鉴定行业
“诚信建设年”总结研讨会

“诚”市专栏 Cheng "City column



萍乡中院和萍乡市文明办联合发文：

将失信记录纳入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考评体系

“诚”市专栏 Cheng "City column 27/28诚信萍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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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全市2017年度全市“十佳诚信楼盘”“十佳诚信楼盘”

颁奖仪式举行颁奖仪式举行

2017年度全市“十佳诚信楼盘”

颁奖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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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改委召开“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
和县区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等工作座谈会

铸就 萍乡公正诚信和谐

“诚”市专栏 Cheng "City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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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女大学生刮擦豪车烈日下等车主 

            ——车主感动不要赔偿还救助

刮擦豪车后她等车主一个多小时

诚信获得车主的点赞

校方将对她表彰奖励

【发现美的眼睛】
             ——文曦：有情有义萍乡人，诚实守信慈善心

女，江西萍乡人（无党派）

1986年1月7日出生

萍乡市艺婉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萍乡市建材商会执行副会长

萍乡市诚信建设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安源区人大常委

重阳节，文曦一家人深入上栗县长平乡明星村、菱

角村、衫木村，看望慰问60岁以上的老人共计1300余人，

现场，为老人们送上了金佳粮油、菜籽调和油共1320桶，

总价值约10万元。

（信用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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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资讯 Credit information

“交通违法入征信”

打官司也要讲诚信：
        五类不诚信诉讼行为将被追责



信用资讯 Credit information 35/36诚信萍乡
CHENGXIN  PINGXIANG

构建信用社会 

需建立完备社会信用体系

国家发改委对使用
统一 事宜提出要求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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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解读 Credit Information

共享经济：从起步期向成长期加速转型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

图1：2017年全球共享单车行业发展概况

图2：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重点领域市交易额增速 图3：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主要领域融资额

一、共

【个人征信报告】如何拥有一份漂亮的征信报告？



大数据应用不断深化，推动形成数据驱动型创新体

系和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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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解读 Credi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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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解读 Credit Information

中国公众 与 调查报告诚信观念 诚信意识

调查时间：2018年1月23日-1月30日。

样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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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解读 Credit Information



崇德向善，尚爱萍乡
身边的诚信故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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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解读 Credi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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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市仁爱志愿者协会萍乡市仁爱志愿者协会萍乡市仁爱志愿者协会

诚信文化 Credibility interpretation

欧阳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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