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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越来越多企业登上“守信红名单”
2020 年厦门港航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结果公布，D 级“失信黑名单”的企业清零

经济新闻

本报讯（记者 徐景明 通讯员 肖玉红 郭
旻）近日，厦门港公布了 2020 年度港航企业
信用综合评价结果。全港共有参评企业 274
家，诚信经营蔚然成风：
信用等级达到 AA 级
的“守信红名单”企业有 120 家，连同 A 级企
业，总量达到 207 家，数量稳步增多；列为 D
级
“失信黑名单”
的企业清零。

企业主动积累信用财富
行业信用是衡量企业信用的重要指
标。厦门港口管理局介绍，厦门港每年依据
采集到的企业日常监管记录，通过安全生
产、经营行为、服务质量及信息报送 4 个维
度、50 多项评价指标，对企业上一年度的行
业信用状况进行评价，并根据指标得分评定
AA、A、B、C、D 五级。2020 年，AA 级企业
120 家、A 级企业 87 家、B 级企业 62 家、C 级
企业 5 家、D 级企业 0 家。
2020 年是厦门港开展港航企业信用等
级评价工作的第四年，随着近几年评价要求
不断完善和优化，指标更加科学和合理，并
首次将公众信用评价结果纳入港航生产经
营人信用等级评价体系。
“ 随着信用成为企
业宝贵的无形资产，港航企业从被动接受监
管转变为主动积累信用财富，不再是重生产
轻管理，而是自觉诚信依法经营，主动落实
安全生产，积极提升服务水平。四年来，AA
级和 A 级企业数量稳步增多，C 级企业数量
变少，D 级企业清零。”
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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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是政府相关部门
开展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的重要举措，对降
低市场运行成本、改善营商环境、高效开展
市场经济活动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形成
“一处违规、处处受限”
的信用机制。
据了解，厦门港守信企业在实施航运扶
持政策中优先考虑，在港航工程招投标中给
予鼓励。C 级企业纳入“重点监测名单”，加
强日常监督和执法监管。D 级企业纳入“失
信黑名单”，曝光失信信息，通报金融机构，
常态化明察暗访，取消财政资金扶持资格，
在各类评先评优中“一票否决”，并开展多部
门联合惩戒。

评价结果应用向多领域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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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港航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向多领域
扩展，守信企业在工程招投标、融资授信等
领域享有越来越多的优惠和便利。
特别是在融资授信方面，厦门港通过信
用数据互联共享，联合“信易贷”服务平台厦
门站和各金融机构，在全国首创港航企业专
属的金融产品“港航信易贷”，将港航第三方
信用评价结果，作为金融机构融资授信的评
价参考。
“ 港口部门把企业的港航信用相关
数据推送给银行，银行参考使用市场主体信
用信息、信用积分和信用评价结果，确认企
业的融资资质，据此给企业贷款，有效解决
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相关负
责人解读。
下一步，厦门港口管理局与全国信易贷
平台厦门站、相关金融机构继续合作，加大
推进“港航信易贷”产品服务港航中小企业
的力度，制定港航信易贷 2.0 合作方案，把
“港航信易贷”产品继续做深做实，推动“以
信用促融资、以融资促发展”，助推厦门港航
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0 年度厦门港航企业信用等级评价 AA 级
“守信红名单”
企业
序号

公司

港口生产经营人、船舶服务业经营人

公司

46

厦门大通鑫鹭洋海运有限公司

93

厦门海顺安海上旅游有限公司

47

厦门航欢海运有限公司

94

龙海市友联航运有限公司

2

厦门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48

厦门云泰隆船运有限公司

95

东山县铜陵镇轮渡营运服务管理处

3

漳州市古雷拖轮有限公司

49

厦门长园航运有限公司

4

厦门海润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50

厦门海嵩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5

厦门轮渡有限公司

51

厦门市海沧润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6

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52

7

厦门海沧新海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8

国内水路运输/国内船舶管理双证企业
96

中远海运（厦门）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达康船务有限公司

97

厦门奥顺船务有限公司

53

厦门华晟轮船有限公司

98

厦门鹭盛船运有限公司

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54

厦门中宏船务有限公司

99

厦门港务海运有限公司

9

豪氏威马（中国）有限公司

55

厦门成功轮船有限公司

100

厦门弘泰船务有限公司

10

厦门同益码头有限公司

56

厦门远泰船务有限公司

101

厦门丰信达海运有限公司

11

厦门轮总海上客运旅游有限公司

57

厦门盛锋船务有限公司

102

厦门毅成达船务有限公司

12

中化港务（厦门）石化仓储有限公司

58

厦门华旭达海运有限公司

13

厦门外代航运发展有限公司

59

厦门祥溢海运有限公司

103

厦门延展海运有限公司

14

大连中远海运海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60

厦门鸿达鑫船务有限公司

104

厦门轮总海上客运旅游有限公司

15

漳州招商局码头有限公司

61

厦门良翔海运有限公司

105

福建省东山县东航船务有限公司

16

漳州古雷海腾码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2

集韵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17

厦门华夏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63

厦门泰晟轮船有限公司

106

厦门三联船务企业有限公司

18

厦门通海石油仓储有限公司

64

厦门隆运船务有限公司

107

厦门众汇洋船务有限公司

19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

65

厦门鑫荣圣船务有限公司

108

厦门海隆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

20

华阳电业有限公司

66

厦门禾盛顺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21

厦门港务海翔码头有限公司

67

厦门海顺丰船务有限公司

109

厦门环洋轮船有限公司

22

厦门博坦仓储有限公司

68

厦门信华达船运有限责任公司

110

厦门西凌海运有限公司

23

厦门港务海宇码头有限公司

69

厦门闽捷船务有限公司

111

厦门恩鹏鑫海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24

漳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70

厦门信安泓船务有限公司

25

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71

厦门其盛海运有限公司

112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26

厦门市鹭甬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72

厦门联创方舟海运有限公司

113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27

厦门港务海运有限公司

73

厦门良运船务有限公司

28

厦门港务海通码头有限公司

74

厦门环航海运有限公司

29

厦门津弘船务有限公司

75

厦门润晟海运有限公司

30

翔鹭码头投资管理（漳州）有限公司

76

厦门市祥苏海运有限公司

31

厦门港务集团石湖山码头有限公司

77

厦门兴泓达海运有限公司

32

厦门海鸿石化码头有限公司

78

厦门鸿达翔船务有限公司

116

福建省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

33

厦门海隆码头有限公司

79

厦门通海船务有限公司

117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34

厦门中联理货有限公司

80

厦门永丰嘉成船务有限公司

81

厦门和鸿达船务有限公司

国内水路运输企业
35

福建省厦门轮船有限公司

82

厦门建发航运有限公司

36

厦门东明航运有限公司

83

厦门海驭航运有限公司

37

厦门恒扬船运有限公司

84

厦门新四海泛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8

厦门中海通航运有限公司

85

厦门州海船务有限公司

39

厦门华海航海运有限公司

86

厦门轮渡有限公司

40

厦门骐远海运有限公司

87

厦门市顺运客运有限公司

41

厦门星东海运有限公司

88

厦门市波赛东海上旅游有限公司

42

厦门泓润海运有限公司

89

厦门湾海上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43

厦门诚毅船务公司

90

厦门市昌泰海上旅游有限公司

44

厦门景丰船务有限公司

91

厦门添幸水陆运输有限公司

45

厦门国达海运有限公司

92

厦门雅兴船艇有限公司

成长奖和上云补贴。奖励标准最高的是增效奖，
规上软件信息企业 1-11 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量超
过 2 亿元且营收增速超过 15%的，对 2 亿元以上
增量部分按 1%的比例给予增效奖励，封顶 600
万元。增产奖和增效奖还可叠加享受。
首次获评“中国互联网综合竞争力企业”前
100 名、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
强、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强的思明企业，也可
一次性获得 150 万元的百强入围奖。
申请条件可登录思明区人民政府网站查看。

优化人民币流通环境
提升现金服务水平

民生银行厦门分行开展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主题宣传

向拒收现金说
“不”

序号

厦门港务船务有限公司

思明区 2020 年度软件信息企业相关政策兑现启动

本报讯（记者 张福良）为维护人民币的信誉和
流通秩序，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净化人民币流通
环境，
在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的指导下，
民生银行厦门分行坚持
“金融为民”
的服务理念，
积
极开展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
禁止非法使用人民币
图样和提高人民币整洁度等主题宣传活动。

公司

1

单项最高奖励 600 万元

本报讯（记者 林雯）思明区启动 2020 年度
软件信息企业相关政策兑现工作，单项最高奖励
600 万元。企业请于 6 月 15 日前将申报材料提
交至纳税所属街道。
根据《思明区促进软件信息业发展若干措施
的通知》规定，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商事登记地、
纳税归属思明区的软件信息业企业，可根据各自
不同情况申报不同奖项。
此次政策兑现内容包括纳统奖、达标奖、增
产奖、增效奖、首超奖、落户奖、百强入围奖、持续

序号

责。民生银行厦门分行开展“爱护人民币、禁止
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主题宣传活动，在薛岭、江
头小学附近向周边商户派发宣传折页，提醒广大
居民不购买不使用人民币图样的冥币，让大家知
道爱护人民币的重要性。

方便群众兑换人民币

提高流通中人民币整洁度，树牢现金服务
民生银行厦门分行积极开展整治拒收人民币现
为民之心。民生银行厦门分行在营业大厅醒
金宣传，
笃行现金流通便民之举。分行营业部走进
目 位 置 摆 放 小 面 额 人 民 币 兑 换 公 示 牌 ，张 贴
角滨路口菜市场和沿街商铺、
金榜支行走进槟榔社 《中国人民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公
区、
海沧支行走进海发社区，
向周边群众、
商户发放
告和不宜流通人民币标准，放置小面额人民币
资料及宣讲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相关政策和知识， 兑换等宣传折页，配置残损币兑换仪，设立“小
解答群众在人民币现金支付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从
面额人民币及残损、污损人民币兑换窗口”；利
源头杜绝拒收现金的现象，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用客户等候办理业务的时间，讲解小面额人民
币和残损币兑换知识；在人流量业务量较大的
规范人民币图样使用
营业网点配备纸硬币自助兑换机，方便群众及
规范人民币图样使用，勇担现金管理利民之
时兑换。

国内船舶管理企业

水运工程施工单位

水运工程监理单位
114

福建省陆海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115

上海东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水运工程设计单位

水运工程项目法人单位
118

厦门象屿港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119

漳州市古雷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120

福建漳州古雷石化码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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