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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科学规范指导、推行、实施工程建设行业信用评价活动，本标准根据国家社会信用标准体系

框架，在参考相关信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广泛调研，认真总结工程建设行业前期信用工作实践经

验，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经反复讨论研究、多

次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完善，最终审查定稿。 

本标准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共分5章和1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

评价指标等。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在执行本标准的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与中国施

工企业管理协会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小马厂六号华天大厦四层，邮编：100038，

E-mail: xypj_3465@cacem.com.cn），以供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信用评价工作委员会 

中建鑫宏鼎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航务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德州天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龙岩华禹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尚润涛  刘永红  张国义  娄家宏  史斯年  唐小顺  刘文奇  李开武   

杨海波  赵  林  解义宾  王文章  王学士  楼振东  邱  云  周  锋   

肖  坤  张  磊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吴晶妹  孙晓波  王武民  周  莉  韩  巍  韩福荣  张  靖  邱琼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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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指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基本原则和指标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3794-2015企业信用评价指标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794-20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施工企业信用评价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credit evaluation 
对施工企业履行社会承诺的意愿、能力和表现的判断过程。 

4 基本原则 

4.1 科学性 

指标内容及企业信用的主要因素，能够准确、全面反映企业诚信状况。 

4.2 合理性 

指标之间有机配合，结构合理，避免重复和矛盾。 

4.3 适用性 

各项指标便于理解、采集和使用。 

5 评价指标 

5.1 指标分类 

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指标由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组成。一级指标又分为： 

——企业价值观指标； 

——企业经营能力指标； 

——企业财务能力指标； 

——企业管理能力指标； 

——企业社会责任及信用记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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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指标项名称及说明 

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指标项名称及说明见表 A.1。 

表A.1 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指标项名称及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项说明 

价值观 

党的建设 党建工作 党组织建设、党的保障作用情况 

价值理念 

发展战略 
一定时期内对企业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质量、发展点

及发展能力的重大选择、规划及执行 

领导层品质 
企业领导层人员的执业素养、经历业绩和信用记录（包

括企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等） 

文化建设 
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主导意愿、目标思路、制度建设、

品牌培养等，包括企业对文化培育、建设和发展的规划 

制度规范 

法人治理 
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团队职能建设，职能履

行记录，股权结构情况、组织结构设置情况等 

规章制度 
企业人员管理、财务管理、质量安全管理、项目管理、

信用管理、重大事项信息披露制度等规章制度建设情况 

经营能力 

经营规模 

施工资质 企业施工资质及应用情况 

净资产为相应（主项资质）资

质标准要求数额的倍数 
企业与其承包工程规模相适应的赔偿责任承担能力 

工程结算收入 企业承包工程实现的工程价款结算情况 

新签合同额 企业当年度签订合同总额 

经营效率 

建筑业利润率 
企业一定时期建筑利润水平的相对指标，考核企业利润

计划的完成情况以及经营管理水平 

单位净资产收入贡献率 主营业务产出量与所有者投入量比例 

业务结构 业务结构 企业建筑施工业务情况，考核企业多元化经营能力 

人力资源 

注册一级建造师总数 企业注册一级建造师总数 

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工程技术

人员总数/ 平均在册自有职工

人数 

企业拥有中高级技术人员情况 

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工程技术

人员总数/在册管理人员人数 
企业中高级技术人员对企业管理水平的贡献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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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备 

固定资产比率 
企业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考察企业固定资产有无

资金闲置情况 

施工设备相适应度 企业施工设备更新、设备先进性，设备使用及管理情况 

技术能力 

科技创新规划与执行 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目标、具体措施及落地情况 

科研经费投入占营业收入比

例 
企业科研经费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情况 

科技创新成果 企业获得科学技术成果、专利数量 

代表性工程 代表性工程 
企业近年代表性工程规模、工程难度、工程质量、技术

先进性等情况 

财务能力 

偿债能力 

流动比率 企业偿还短期债务的情况 

资产负债率 债权人提供的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例 

盈利能力 

净资产收益率 企业所有者权益的投资报酬情况 

主营业务利润率 企业主要业务获取利润情况 

营运能力 

应收账款周转率 期间内应收账款转为现金的平均次数 

总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的周转速度 

发展能力 

主营业务平均增长率 企业主营业务的增长幅度和发展状况 

净资产平均增长率 
企业资本规模的扩张速度，衡量企业总量规模变动和成

长状况 

管理能力 

人力资源管

理 

人力资源规划 企业制定人力资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情况 

员工招聘、培训、考核、激励 企业签订用工合同、人员培训、考核激励制度等情况 

项目管理 项目管控 
企业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全过程管理及项目团队建设等

情况 

质量管理 

认证情况 企业通过 ISO9000认证情况 

实施情况 企业质量管理运行、承担质量责任等情况 

优良工程率 企业优良工程比例 

安全管理 

认证情况 企业通过 OHS18000认证情况 

实施情况 企业安全风险管理、管理体系运行情况 

施工安全 企业发生安全事故及事故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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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 企业获得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情况 

环保管理 

认证情况 企业通过 ISO14000认证情况 

实施情况 环保体系实施运行情况 

绿色示范工程 企业获得绿色示范工程情况 

信息化管理 

信息化建设 
企业运用信息技术，提升建筑业技术、管理、决策水平

的情况 

设立企业网站 企业网站及运营正常情况 

诚信管理 

信用部门 
企业设立信用管理部门或归口部门，专职信用管理人员

情况 

平台信息填报 
企业在“工程建设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平台”的信息报送

情况 

社会责任

及信用记

录 

近三年相关

方履约 

融资信用 
企业在银行、保险、担保等各类机构融资过程中的信用

记录情况 

质量承诺履约 
企业在工程质量、项目回访等方面对相关方的质量承诺

履约情况 

工资及支付 企业员工、劳务人员工资水平及拖欠情况 

福利与社保 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和实施劳动保护等情况 

近三年良好

行为记录 

单位或项目获得市级以上人

民政府、主管部门或相关专业

部门、有关社会团体的奖励和

表彰 

单位或项目获得市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或相关专

业部门、有关社会团体的奖励和表彰情况 

参与抢险救灾、慈善公益活动 
企业参与抢险救灾、社会公益活动计划、活动记录、活

动证明、投入等记录 

近三年不良

行为记录 

企业主要负责人 
企业主要负责人信用记录情况（主要负责人包括董事长、

总经理、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总经理等） 

企业执（从）业人员 企业执（从）业人员信用记录情况 

企业资质、招投标、质量安全、

合同履约等 

企业对资质管理、招投标市场行为、质量监督检查、安

全监管、合同履约等方面的情况和记录 

公检法、工商、税务、海关、

环境等 

企业对司法机构或调解部门结案执行情况，在工商检查、

税务纳税、海关关税缴纳、环境资源保护等方面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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