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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水务局关于

调整水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从业单位

信用评价标准和良好行为信用评价标准的通知

成水务发〔2020〕40 号

各区（市）县水务部门，局属相关单位，相关市级平台公司，各

有关单位：

《成都市水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从业单位信用信息管理实施

细则（修订）》已印发实施。根据细则实施以来的运行情况和相关

政策调整，拟对细则中的《信用评价标准》和《良好行为信用评

价标准》进行调整（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的具体内容

（一）将《信用评价标准》中业绩行为信息 2.1、2.2、2.3 项

的总分分值，分别由“5、12、8 分”调整为“10、10、5 分”。

（二）《良好行为信用评价标准》调整如下：

1．将“质量、安全、信用等方面受到国家级（省级、市级）

表彰奖励”调整为“质量、安全、文明、进度等方面受到国家级（省

级、市级）表彰”，颁发部门由“水利部、四川省水利厅、成都市

水务局”调整为“国务院或水利部、四川省政府或四川省水利厅、

成都市政府或成都市水务局”。

2．将“参与抢险救灾受到国务院或部委（四川省政府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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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政府或部门）表彰”调整为“参与抢险救灾等受到国家级（省

级、市级）表彰”。

3．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工法”由“工程类”调整为“行为类”，

代码由“SG-007”调整为“SG-035”，分项分值由“3 分”调整为“1.5

分”。

4．取消“企业信用等级（AAA、AA、A 级）”、“水利安全生

产标准化”、“水利行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QC 成果奖”、“工商部门

认定的重信用守合同单位”4 项良好行为加分。

二、调整的实施

（一）根据本通知对现有从业单位信用等级（得分）作相应

调整，自本通知印发后第 2 个工作日上午 9 时起生效。

（二）新的信用等级（得分）变更申请，按本通知执行。

（三）调整实施过程中，如有疑问请及时与市水务局建安处

联系（赵老师 61882857）。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信用评价标准（调整后）

2．良好行为信用评价标准（调整后）

成都市水务局

2020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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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信用评价标准（调整后）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总分 评价期限 采集单位

1
基本

信息

从业单位需登记的相关信息：

（一）企业登记注册信息；

（二）企业资质信息；

（三）纳税信用等级信息；

（四）社保、公积金缴存情况；

（五）注册执业人员、主要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现场关

键岗位人员信息；

（六）与管理相关的其它信息。

从业单位申报的基本信息符合要求，通过公示后即

可得 75分。第（一）、（二）项缺失得 0分，其余

项缺失酌情扣分。

75 企业存续期。 从业单位

2.1

业绩行

为

信息

项目业主对从业单位工程业绩的履约评价 见履约评价标准。 10
从采集之日起。有效

期限为 3年。
项目业主

2.2
获得国家、四川省、成都市政府及其部门或经上述行政主

管部门认可的行业协会颁发的工程类表彰或奖项。
国家级加 3分/次，省级加 2分/次，市级 1分/次。 10

从采集之日起。认定

依据规定了有效期限

的从其期限；未规定

的，有效期限为 3年。

从业单位

2.3
获得国家、四川省、成都市政府及其部门或经上述行政主

管部门认可的行业协会颁发的行为类表彰或奖项。

国家级加 1.5分/次，省级加 1分/次，市级 0.5分/

次。
5

3.1
不良

行为

信息

出现《成都市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从业单位信用信息管理实

施办法》第十条所列不良行为。
县级以上政府及其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警告、

通报批评一次扣 2分；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一次扣

5分；降级资质等级一次扣 10分；受到市场禁入处

罚的，信用得分为 0分。

实行倒扣

分，扣完为

止。

从采集之日起。认定

依据规定了有效期限

的从其期限；未规定

有效期限的，情节一

般的为 6 个月，情节

严重的为 12个月。

行政

监督部门

3.2
出现水利部《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

所列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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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良好行为信用评价标准（调整后）
从业单位

类别

良好行为
级别

分值
颁发部门 备注

类别 代码 项目 类别总分 分项分值

勘察

工程类

KC-001 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 国家级

10分

3分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

KC-002 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 国家级 3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须为水利

水电工程
KC-003 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二等奖 国家级 2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KC-004 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三等奖 国家级 1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KC-005 全国优秀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金质奖 国家级 3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KC-006 全国优秀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银质奖 国家级 2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KC-007 全国优秀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铜质奖 国家级 1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KC-008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国家级 3分 中国水利学会

KC-009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国家级 2分 中国水利学会

KC-010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国家级 1分 中国水利学会

KC-011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国家级 0.5分 中国水利学会

KC-012 中国勘察设计行业创优型企业 国家级 3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须为水利

水电工程KC-013 中国勘察设计行业创新型优秀企业 国家级 3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行为类

KC-017 质量、安全、文明、进度等方面受到国家级表彰 国家级

5分

1.5分 国务院或水利部

KC-018 质量、安全、文明、进度等方面受到省级表彰 省级 1分 四川省政府或四川省水利厅

KC-019 质量、安全、文明、进度等方面受到市级表彰 市级 0.5分 成都市政府或成都市水务局

KC-023 参与抢险救灾等受到国家级表彰 国家级 1.5分 国务院或部门

KC-024 参与抢险救灾等受到省级表彰 省级 1分 四川省政府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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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单位

类别

良好行为
级别

分值
颁发部门 备注

类别 代码 项目 类别总分 分项分值

KC-025 参与抢险救灾等受到市级表彰 市级 0.5分 成都市政府或部门

设计

工程类

SJ-001 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 国家级

10分

3分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

SJ-002 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 国家级 3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须为水利

水电工程
SJ-003 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二等奖 国家级 2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SJ-004 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三等奖 国家级 1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SJ-005 全国优秀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金质奖 国家级 3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SJ-006 全国优秀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银质奖 国家级 2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SJ-007 全国优秀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铜质奖 国家级 1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SJ-008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国家级 3分 中国水利学会

SJ-009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国家级 2分 中国水利学会

SJ-010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国家级 1分 中国水利学会

SJ-011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国家级 0.5分 中国水利学会

SJ-012 中国勘察设计行业创优型企业 国家级 3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须为水利

水电工程SJ-013 中国勘察设计行业创新型优秀企业 国家级 3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行为类

SJ-017 质量、安全、文明、进度等方面受到国家级表彰 国家级

5分

1.5分 国务院或水利部

SJ-018 质量、安全、文明、进度等方面受到省级表彰 省级 1分 四川省政府或四川省水利厅

SJ-019 质量、安全、文明、进度等方面受到市级表彰 市级 0.5分 成都市政府或成都市水务局

SJ-023 参与抢险救灾等受到国家级表彰 国家级 1.5分 国务院或部门

SJ-024 参与抢险救灾等受到省级表彰 省级 1分 四川省政府或部门

SJ-025 参与抢险救灾等受到市级表彰 市级 0.5分 成都市政府或部门

施工 工程类

SG-001 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 国家级

10分

3分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

SG-002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 国家级 3分 中国建筑业协会

须为水利

水电工程

SG-003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国家级 3分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SG-004 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 国家级 3分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SG-005 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 国家级 2分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SG-006 国家优质工程铜质奖 国家级 1分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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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单位

类别

良好行为
级别

分值
颁发部门 备注

类别 代码 项目 类别总分 分项分值

SG-008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国家级 3分 中国水利学会

施工

工程类

SG-009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国家级 2分 中国水利学会

SG-010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国家级 1分 中国水利学会

SG-011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国家级 0.5分 中国水利学会

SG-012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证书 国家级 3分 国务院

须为水利

水电工程

SG-013 全国工程建设优秀 QC小组成果奖一等奖 国家级 3分 中国建筑业协会

SG-014 全国工程建设优秀 QC小组成果奖二等奖 国家级 2分 中国建筑业协会

SG-015 全国工程建设优秀 QC小组成果奖三等奖 国家级 1分 中国建筑业协会

SG-019 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 国家级 3分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

行为类

SG-026 质量、安全、文明、进度等方面受到国家级表彰 国家级

5分

1.5分 国务院或水利部

SG-027 质量、安全、文明、进度等方面受到省级表彰 省级 1分 四川省政府或四川省水利厅

SG-028 质量、安全、文明、进度等方面受到市级表彰 市级 0.5分 成都市政府或成都市水务局

SG-032 参与抢险救灾等受到国家级表彰 国家级 1.5分 国务院或部委

SG-033 参与抢险救灾等受到省级表彰 省级 1分 四川省政府或部门

SG-034 参与抢险救灾等受到市级表彰 市级 0.5分 成都市政府或部门

SG-035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工法 国家级 1.5分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

监理

工程类

JL-001 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 国家级

10分

3分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

JL-002 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 国家级 3分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须为水利

水电工程
JL-003 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 国家级 2分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JL-004 国家优质工程铜质奖 国家级 1分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行为类

JL-008 质量、安全、文明、进度等方面受到国家级表彰 国家级

5分

1.5分 国务院或水利部

JL-009 质量、安全、文明、进度等方面受到省级表彰 省级 1分 四川省政府或四川省水利厅

JL-010 质量、安全、文明、进度等方面受到市级表彰 市级 0.5分 成都市政府或成都市水务局

JL-014 参与抢险救灾等受到国家级表彰 国家级 1.5分 国务院或部委

JL-015 参与抢险救灾等受到省级表彰 省级 1分 四川省政府或部门

JL-016 参与抢险救灾等受到市级表彰 市级 0.5分 成都市政府或部门

注：1．表中未列入的项目，经市水务局确认，可增加相应分项或参照类似分项分值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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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同类别有多个分项加分的，加分分值不超过类别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