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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合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大数据助企业轻装上阵 大监管防止
“
权力任性”

企业事中事后监管
“南昌模式”享誉全国
改革， 为南昌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不竭动力。 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南昌“先人
一步” 在全国率先启动了企业事中事后监
管改革试点工作， 研发出独具南昌特色的
“
企业监管警示系统”， 并于 2016 年 7 月通
过了国家验收，使江西成为全国 7 个试点省
份中第一个通过验收的省份， 在全国叫响
了加强企业事中事后监管的“南昌模式”，
被商务部等十三个部委作为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向全国推广。 以“大数
据、大监管、大运用”为理念的“企业监管警
示系统”，为我市打造良好信用环境和政务
环境探索了一条新道路， 助力南昌建设投
资高地和创业福地。
南昌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高小茜

大数据

海量大数据打破“
信息孤岛”

商事制度改革后，我市进一步放
宽企业准入关口，简化企业登记的条
件和程序，使得企业注册数量出现了
“
井喷”式增长。如何在“宽进”之后又
能实施有效的“严管”，成为摆在市场
监管部门面前亟待破解的一个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独具南昌特色
的“
企业监管警示系统”应运而生。我
市以大数据、“
互联网 +”创新市场监
管与服务模式，建设跨领域、跨部门

大监管

和质量监管局总工程师张志刚说。
目前， 该系统归集了南昌市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市国税局、市
地税局、市安监局等 33 家市直单位
和各县区所属部门的各类数据信息
1200 万余条。 这些海量监管数据有
效地打破过去各部门之间的“信息
孤岛”， 让 这 些 数 据“连 起 来 、 亮 出
来”， 使诚信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健
康发展。

监管阳光透明防止“
权力任性”

以往， 市场监管工作由各个部
门分别组织实施， 检查结果也不共
享， 容易出现“多头检查” 和“重
复执法”， 在选择检查对象上容易
产生任意选择、 随意检查的问题。
为此， 我市建立了“双随机” 及留
痕机制， 有效防止了“权力任性、
执法扰民” 等问题。
我市通过“警示系统” 建立了
市场主体名录库和执法人员名录
库， 通过系统的自动摇号功能， 随
机抽取检查对象， 随机抽取执法人
员。 通过“警示系统” 自动根据企
业警示类别， 实施不同程度的检查

大运用

的企业事中事后监管平台，将从前以
审批为重心的“门槛式”事前监管，转
变为对企业“事中”“事后”的全过程
监管。
“系统平台将原先孤立存在的各
个监管部门的监管信息，运用大数据
联通起来，将有效的许可、处罚等信
息在系统中推送至各个相关部门，实
现联运监管，使部门左右、业务上下
形成强大的监管合力。 ”南昌市市场

比例 （正常企业抽 2% ， 黄色警示企
业抽 5% ， 橙色警示企业抽 20% ， 红
色警示企业全部抽查）。
同时， 通过“警示系统” 的
全程电子化监管留痕手段， 对“双
随机” 抽查全程留痕， 并将结果反
馈至系统， 做到责任可追溯， 检查
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接受社会监
督， 有效解决“权力任性” 问题。
2018 年以来， 我市已在成品
油、 农资市场、 企业年报、 电梯维
保单位等重点领域行业实施了“双
随机” 抽查检查 4 次， 检查企业
280 余户， 有效推动了“阳光执法、

公平执法”。
张志刚表示， 南昌市企业事中
事后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监
管执法留痕。 不仅企业登记信息、
经营行为记录在案， 而且部门行政
许可、 日常监管行为也记录留底，
向社会公示， 作为单位考核、 追责
的重要依据。 “例如， 某监管部门
对出售同样质量不合格商品的两家
超市， 一家罚 4000 元， 另一家罚
1000 元， 这些行政处罚信息都在系
统上记录和显示， 公示后必定受到
质疑， 倒逼监管部门依法行政。” 张
志刚说。

警示信息让消费者心里有杆“
明白秤”

南昌市企业监管警示系统构建
了面向社会的查询平台和面向监管
部门的业务平台。 市民登录系统，在
企业名称中输入“汽车”一词，便可以
将全省所有涉及汽车的企业被投诉
的情况查询出来。 随意选择一家企
业，点击“
被投诉次数”可查看消费投
诉的详细内容，包括投诉时间、投诉
内容、调解结果、调解日期等。
“这一举措， 可以让消费者更
直观地了解商家的投诉情况和解决
纠纷的态度， 使消费更有方向， 有
效降低消费纠纷的发生率， 为消费

者进行商家选择提供消费警示依据，
让消费者心里有一杆‘明白秤’。”
张志刚说， 警示系统将一年内的
12315、 12365 消费投诉的信息自
动汇总， 按照被投诉次数多少进行
排名， 同时显示调解成功率， 来辅
助说明商家对用户投诉的态度， 并
且加入了热门领域和行业的消费警
示查询功能。
而企业信用警示， 让企业头上
悬着一把“双刃剑”。 这个模块可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江西）
对接。 系统自动采集企业行政处罚

和其他违法信息后， 自动生成监管
分类， 将违法失信企业进行警示，
用三种颜色区分警示状态： 黄色、
橙色、 红色， 而正常企业则用绿色
表示。 把分类结果作为社会公众查
询、 监管部门分类监管和奖惩兑现
的依据， 实现“企业自治、 行业自
律、 政府监管、 社会监督” 的目标。
如今， 银行已经习惯通过警示
系统查看企业信用状况， 把控信
贷风险， 提高贷款审批效率， 审
批时间由原来 的 7-8 天 ， 减 少 到
2-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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