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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1、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

地。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项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第三十条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第四条第十五项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

国土资源部

2、限制取得安全生产许

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六条第十三项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第四条第十五项
安全监管总局

3、限制取得生产许可证。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项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第四条第十五项

质检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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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限制取得房地产项目

开发规划选址许可、环境

影响评价许可和“三同时”

验收许可、水土保持方案许

可和设施验收许可、施工许

可、商品房预（销）售许

可、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第（七）项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

《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

环境保护部、

水利部

5、限制其新的重大项目

申报的审批、核减、停止

拨付或收回政府补贴资

金和保障资金。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项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一）、（二）项；第三十九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国资

委

6、限制科技项目的申报

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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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项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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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六）项

7、 从严审核企业债券
的发行，从严审核发行公
司债券，将惩戒对象的失
信行为作为股票发行审
核及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单位公开转让审
核参考。

《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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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项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第
二条第七项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编办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
用报告的若干意见》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四）项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六）项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三）项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

证监会

8、禁止作为供应商参加
政府采购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第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项

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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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限制发起设立或参股
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
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创
业投资公司、互联网融资
平台等机构。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项

银监会、保监会、
财政部、中央网信

办

10、限制参与政府投资公

共工程建设的投标活动。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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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第（十

五）项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二十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水利
部、商务部、民航
局、铁路总公司

11、限制或者禁止参与基

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

营，依法取消已获得的特

许经营权。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项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十七、五十三、五十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交通运输

部、水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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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禁止惩戒对象在法定

期限内担任相关生产经

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已经担任的依法责

令办理变更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四条第（四）项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项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三款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国资委、住房城乡

建设部

13、限制注册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人民银行

14、限制惩戒（招聘）为

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条

《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第十六条

中组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公务

员局

15、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

《中央编办关于批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事业单位设立

登记办法（试行）>的通知》第四条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

中央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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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将惩戒对象的信用信

息通报金融机构，作为其

评级授信、信贷融资、管

理和退出的重要参考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四条、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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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项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第(十五)项
《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五、三十条
《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十八条
《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五、三十条
《贷款通则》第十本、二十二条

人民银行、

银监会

17、供纳税信用管理时审

慎性参考。
《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十四条 税务总局

18、在审批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及期货公司

的设立及变更持有 5%以

上股权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时，将其失信信息作为

审批的参考。

《证券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

《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三条第（三）项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四）项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十条第（一）、（四）项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三）项

《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四）项

证监会

19、依法限制其担任上市

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期货公司的董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四）项

《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第八条第（一）项

《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五条第（二）项

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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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等，对其证券、基金、期

货从业资格申请予以从

严审核；对已成为证券、

基金、期货从业人员的予

以关注。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第四条

《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第六条

《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五）项

《期货从业人员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项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

20、在境内上市公司实行

股权激励计划或相关人

员成为股权激励对象事

中事后监管中予以关注。

《上市公司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七、八条 证监会

21、限制其在检验检测认

证行业执业；限制取得认

证机构资质，限制获得认

证证书。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条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第（十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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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一）、

（二）条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质检总局

22、在上市公司或者非上

市公众公司收购的事中

事后监管中予以关注。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
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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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

源交易活动。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国资委等

有关单位

24、限制、暂停或取消政

策性资金支持。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第（十五）项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条

财政部等有关单

位

25、停止执行投资等领域
优惠政策。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条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

26、将惩戒对象失信行为
作为考核、提拔任用的重
要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二十三条
《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第三十八条
《中央企业资产投资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三十二、三十四条

国资委

27、取消惩戒对象参加评
优评先资格，不得向惩戒
对象授予“文明单位”、“道
德模范”、“五一劳动奖章
等”等政府荣誉。在失信行
为发生后获得荣誉称号的
予以撤销。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条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第十五条
《关于印发<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第七条第（三）、（四）项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工人先锋号评选管理工作暂行办法》第
七条第（四）项

中央宣传部、中央
文明办、全国总工
会、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 9 -

28、在“信用中国”网站上

公示惩戒对象的失信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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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展改革委

29、推动各保险机构将惩

戒对象的失信记录作为

厘定保险费率的参考。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一条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第（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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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监会、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30、负有市场监管职能的

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将

惩戒对象作为重点监管

对象，加大日常监管力

度，提高现场检查、抽查

比例和频次。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条

负有市场监管职

能的行业主管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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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作为选择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项目合作伙伴

的参考。

《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第十五条

公共服务领域的

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项目，由财政

部牵头负责；传统

的基础设施领域

的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项目，由国

家发展改革委牵

头负责

32.加大现场执法检查频

次；

33.将其作为重点监管监

察对象，建立常态化暗查

暗访机制，不定期开展抽

查；

34.约谈其主要负责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第十条

住房城乡建设系

统各级行政管理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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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主要负责人及相关

责任人强制进行相关业

务培训；

35.暂停其相关资质证书

的评审，对已取得资质证

书的，依法依规对其资质

作撤销或是降级处理；

36.依法对惩戒对象实施

市场和行业禁入；

37.发现有新的失信行为

的，依法依规在自由裁量

范围内从重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