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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行业监管事项库及执法处理数据接口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航行业监管事项库及执法处理数据与民航各企业合规系统进行数据交换的数据规

范和报文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民航行业监管事项库及执法处理数据接口与民航各企业合规系统的数据交互。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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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8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 13000—2010 信息技术 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 

GB/T 26499.4—2011 机械科学数据 第4部分：交换格式 

GA/T 380 全国公安机关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交换格式  data interchange format 

预定义、结构化、在功能上相互关联的聚合数据元或数据元的集合。 

[来源：GB/T 26499.4—2011，3.1] 
3.2  

数据包  data packet 

在JSON形式的数据文件中，用于分类封装具体数据记录或数据内容的一个基本单元。 

[来源：GB/T 26499.4—2011，3.3] 
3.3  

数据记录  data record 

对应数据源中一行信息的一组完整的相关信息。 

[来源：GB/T 26499.4—2011，3.5] 
3.4  

数据项  data item 

数据结构中讨论的最小单位，是数据记录中最基本的、不可再分的数据单位。 

[来源：GB/T 26499.4—2011，3.4]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JSON：JS对象简谱（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5 数据文件命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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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数据文件名由数据发送方标识、交换文件创建时间、顺序号三部分组成： 

a) 数据发送方标识：数据发送方的组织机构代码，唯一标识数据发送方。数据发送方的组织机构

代码应符合GA/T 380的规定，由12位字符组成； 

b) 交换文件创建时间：由14个字符组成，格式为YYYYMMDDhhmmss； 

c) 顺序号：数据文件交换当天的次序号，由6位数字组成。 

交换数据文件后缀为“.JSON”，为便于人工识别，应使用连字符“-”连接各组成部分。 

6 数据文件结构 

6.1 组成 

民航行业监管事项库及执法处理数据交换采用数据文件方式。交换数据文件采用JSON格式，由声明

部分和数据包部分组成。 

6.2 声明 

声明数据交换数据文件应符合JSON规范，文字编码应符合GB/T 13000—2010中附录D的规定。 

6.3 数据包 

6.3.1 数据包部分组成 

数据包部分由数据体组成，数据体由列表组成，列表由项目ID、项目名称或项目来源ID等交换数据

项组成，见图1。 

 

 

 

 

 

 

 

 

 

 

 

 

 

 

 

 

图1 数据包部分组成 

6.3.2 技术要求 

数据包技术要求如下： 

a) 数据包的数据要求：包体部分的所有内容应放置在标记{⋯}之间； 

b) 数据包描述的数据要求：数据包描述的所有内容应放置在标记{⋯}之间，数据包描述部分的内

容应符合第6章规定； 

c) 数据体的数据要求：数据体交换数据项应放置在标记{⋯}之间； 

d) 列表的数据要求：列表交换数据项应放置在标记[⋯]之间； 

e) 每一个交换数据项应放置在由第7章规定的交换数据项的标记之间，若交换数据项内容为空，

则数据项标记可省略。 

数据包 

 
数据体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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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数据包{ 

"状态码": 200, 

"状态信息": "success", 

"数据体":  

  { 

[ 

    "专业 ID": "SES1-SID2-INSPECTIONSPECIALTY-120", 

    "专业名称": "航空安全", 

    "专业状态": 9, 

    "列表": [ 

        { 

            "项目 ID": "2B107508F3F642A18348530A1D4F2193", 

            "项目编号": "9", 

            "项目名称": "安全信息人员和设备管理", 

            "项目版本号": 1, 

            "项目来源 ID": "2B107508F3F642A18348530A1D4F2193", 

            "项目变更状态": 1, 

            "项目状态": 9, 

            "有效开始日期": "2017-11-01 00:00:00" 

        } 

     ] 

    } 

 ] 

} 

7 数据包描述 

数据包描述部分包含版本、数据发送方标识、数据接收方标识、数据包标识、记录数、发送时间、

扩展信息等内容，数据包描述应符合表1的要求，相关格式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表1 数据包描述 

序号 标记 约束条件 数据类型与长度 说明 

1 版本 ｛1｝ 字符型，3 标准规范的版本 

2 数据发送方标识 ｛1｝ 字符型，12 数据发送方唯一标识，采用GA/T 380的规定 

3 数据接收方标识 ｛1｝ 字符型，12 数据接受方唯一标识，采用GA/T 380的规定 

4 数据包标识 ｛1｝ 字符型，6 数据包的唯一标识 

5 记录数 ｛1｝ 字符型，5 交换数据包中数据记录数 

6 发送时间 ｛1｝ 字符型,14 采用GB/T 7408中YYYYMMDDhhmmss格式 

7 扩展信息 ｛0,n｝ 多种类型 用于数据包描述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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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状态码": 200, 

"状态信息": "success", 

"数据体": [ 

  { 

    "专业 ID": "SES1-SID2-INSPECTIONSPECIALTY-120", 

    "专业名称": "航空安全", 

    "专业状态": 9, 

    "列表": [ 

        { 

            "项目 ID": "2B107508F3F642A18348530A1D4F2193", 

            "项目编号": "9", 

            "项目名称": "安全信息人员和设备管理", 

            "项目版本号": 1, 

            "项目来源 ID": "2B107508F3F642A18348530A1D4F2193", 

            "项目变更状态": 1, 

            "项目状态": 9, 

            "有效开始日期": "2017-11-01 00:00:00" 

        } 

     ] 

    } 

 ] 

} 

8 数据项描述 

8.1 监管事项库 

监管事项库数据项应符合表2要求。相关格式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表2 监管事项库数据项 

编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数据类型与长度 说明 

1 专业主键 ｛0,1｝ 字符型，50 检查专业主键，唯一标识专业 

2 专业名称 ｛0,1｝ 字符型，20 监管事项检查专业名称 

3 专业状态 ｛0,1｝ 整型，1 监管事项检查专业状态，0-无效，9-有效 

4 业务主键 ｛0,1｝ 字符型，50 业务主键，唯一标识业务 

5 业务名称 ｛0,1｝ 字符型，20 检查业务名称 

6 业务编号 ｛0,1｝ 字符型，20 监管业务编号 

7 公司手册 ｛0,1｝ 字符型，20 行政相对人公司手册 

8 业务状态 ｛0,1｝ 字符型，50 监管业务状态 

9 项目主键 ｛0,1｝ 字符型，50 检查项目主键 

10 项目名称 ｛0,1｝ 字符型，20 检查项目名称 

11 项目变更状态 ｛0,1｝ 整型，1 检查项目变更状态，0-未变更，1-新增，2-修改 

12 项目状态 ｛0,1｝ 整型，1 检查项目状态，4-即将失效，8-归档失效，9-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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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监管事项库数据项（续） 

编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数据类型与长度 说明 

13 项目来源ID ｛0,1｝ 字符型，50 检查项目变更来源 

14 项目版本号 ｛0,1｝ 字符型，10 检查项目版本号 

15 有效开始日期 ｛0,1｝ 字符型，10 检查项目生效日期 

16 有效截止日期 ｛0,1｝ 字符型，10 检查项目失效日期 

17 检查内容主键 ｛0,1｝ 字符型，50 检查内容主键 

18 检查内容编号 ｛0,1｝ 字符型，20 检查内容编号 

19 检查内容变更状态 ｛0,1｝ 整型，1 
检查内容变更状态，0-未变更，1-新增，2-修改，3-

删除 

20 检查内容 ｛0,1｝ 字符型，50 检查内容 

21 检查方法 ｛0,1｝ 整型，1 
检查方法：1-远程文件检查，2-实地文件检查，3-远

程现场检查，4-实地现场检查 

22 检查频次 ｛0,1｝ 整型，1 检查的频次 

23 适用相对人编码 ｛0,1｝ 字符型，20 该项检查适用的相对人类型 

24 检查内容状态 ｛0,1｝ 整型，1 0-无效，1-有效 

25 检查内容版本号 ｛0,1｝ 字符型，20 检查内容版本号 

26 检查内容来源主键 ｛0,1｝ 字符型，50 检查内容的来源 

27 检查标准主键 ｛0,1｝ 字符型，50 检查标准主键 

28 检查标准 ｛0,1｝ 字符型，50 检查标准名称 

29 检查标准状态 ｛0,1｝ 整型，1 检查标准状态，0-无效，1-有效 

30 检查标准来源主键 ｛0,1｝ 字符型，50 检查标准的来源 

31 检查依据主键 ｛0,1｝ 字符型，50 检查依据主键 

32 检查依据 ｛0,1｝ 字符型，20 检查依据名称 

33 依据条款 ｛0,1｝ 字符型，20 检查依据的条款 

34 检查依据状态 ｛0,1｝ 整型，1 检查依据的状态，0-无效，1-有效 

35 检查依据来源主键 ｛0,1｝ 字符型，50 检查依据的来源 

 

示例： 

{ 

  "状态码": 200, 

  "状态信息": "success", 

  "数据体": [ 

    { 

      "专业 ID": "SES1-SID2-INSPECTIONSPECIALTY-120", 

      "专业名称": "航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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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状态": 9, 

      "业务列表": [ 

        { 

          "业务 ID": "24348134AEA2499D858FCA9E9E37E859", 

          "业务编号": "01", 

          "业务名称": "航空安全", 

          "业务状态": 9, 

          "公司手册": "无", 

          "项目列表": [ 

            { 

              "项目 ID": "2B107508F3F642A18348530A1D4F2193", 

              "项目编号": "9", 

              "项目名称": "安全信息人员和设备管理", 

              "项目版本号": 1, 

              "项目来源 ID": "2B107508F3F642A18348530A1D4F2193", 

              "项目变更状态": 1, 

              "项目状态": 9, 

              "有效开始日期": "2017-11-01 00:00:00", 

              "有效截止日期": "2018-11-01 00:00:00", 

              "检查内容列表": [ 

                { 

                  "检查内容 ID": "520FE54C413A4C6FBBF8EC338A001E93", 

                  "检查内容编号": "SID-16044", 

                  "检查内容": "安全信息人员要求", 

                  "检查方法": "1,2,5", 

                  "检查内容变更状态": 0, 

                  "检查内容状态": 1, 

                  "检查内容来源 ID": "520FE54C413A4C6FBBF8EC338A001E93", 

                  "检查内容版本号": 1, 

                  "检查频次": "暂无法律规定", 

                  "适用相对人编码":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通用航空企业,运输机场,通用机场,维修单位,空管

单位,服务保障企业,飞行训练单位,飞行校验中心", 

                  "检查标准列表": [ 

                    { 

                      "检查标准 ID": "6F0B699B08324B99B10014DCB2B470FB", 

                      "检查标准": "安全信息管理人员数量是否满足工作需要", 

                      "检查标准来源 ID": "6F0B699B08324B99B10014DCB2B470FB", 

                      "检查标准状态": 1 

                    } 

                    ... 

                  ], 

                  "检查依据列表": [ 

                    { 

                      "检查依据 ID": "F78E7511ED4948A6B43CA46806178222", 

                      "检查依据":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CCAR-396R3）", 

                      "依据条款":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第十一条 局方和企事业单位应当指定满

足下列条件的人员负责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工作，且人员数量应当满足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工作的需要： （一）

参加民航局组织的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人员培训，考核合格； ", 

"检查依据来源 ID": "F78E7511ED4948A6B43CA46806178222", 

                      "检查依据状态": 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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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8.2 监管事项库版本变更 

监管事项库版本变更数据项应符合表3要求。相关格式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表3 监管事项库版本变更 

编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数据类型与长度 说明 

1 记录主键 ｛0,1｝ 字符型，50 记录主键 

2 来源 ｛0,1｝ 整型，1 

记录变更来源：1-检查专业，2-检查业务，3-

检查项目，4-检查内容，5-检查标准，6-检查

依据 

3 专业主键 ｛0,1｝ 字符型，50 所属检查专业ID 

4 业务主键 ｛0,1｝ 字符型，50 所属检查业务ID 

5 项目主键 ｛0,1｝ 字符型，50 所属检查项目ID 

6 检查内容主键 ｛0,1｝ 字符型，50 所属检查内容ID 

7 检查标准主键 ｛0,1｝ 字符型，50 所属检查标准ID 

8 检查依据主键 ｛0,1｝ 字符型，50 所属检查依据ID 

9 版本号 ｛0,1｝ 字符型，10 版本号 

10 变更记录 ｛0,1｝ 字符型，20 变更记录 

11 添加人 ｛0,1｝ 字符型，10 添加人 

12 添加时间 ｛0,1｝ 字符型，10 添加时间 

13 添加人部门 ｛0,1｝ 字符型，10 添加人所属部门 

14 操作类型 ｛0,1｝ 整型，1 操作类型：1-新增，2-编辑，3-删除，4-失效 

 

示例： 

{ 

  "状态码": 200, 

  "状态信息": "sucess", 

  "数据体": { 

    "当前页": 1, 

    "记录总条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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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总页数": 2, 

    "列表": [{ 

      "版本号": "1", 

      "操作类型： "1-新增，2-编辑，3-删除，4-失效", 

      "记录主键": "12E65B5A4327415F96DE3801B79B43A5", 

      "所属检查标准": "F46B1932D5534C8799B3CB941F1CAC61", 

      "所属检查项目": "6432CFCC473246B185B8612C9E0C0000V1", 

      "所属检查内容": "D4F02C6389394012B8AE2DE8C9D942DD", 

      "所属检查依据": "E238404C812141479398CD51A8D191EC", 

      "变更来源：1-检查专业，2-检查业务，3-检查项目，4-检查内容，5-检查标准，6-检查依据": "", 

      "添加时间": "15-9 月 -20 11.09.44.000000 上午", 

      "变更记录": "", 

      "所属检查业务": "D8987771861548B0925E5433B9332134", 

      "所属检查专业": "SES1-SID2-INSPECTIONSPECIALTY-320" 

    }, 

    ... 

  ]} 

} 

8.3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数据项应符合表4要求。相关格式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表4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交换数据项 

编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数据类型与长度 说明 

1 主键 ｛0,1｝ 字符型，50 告知书主键 

2 当事人姓名 ｛0,1｝ 字符型，10 告知对象姓名 

3 当事人组织 ｛0,1｝ 字符型，20 当事人所在组织 

4 
当事人组织总公

司 
｛0,1｝ 字符型250 当事人组织所属总公司 

5 文书状态 ｛0,1｝ 整型，1 文书状态：0-草稿，1-已盖章，2-已下发 

6 创建时间 ｛0,1｝ 字符型，10 文书创建时间 

7 创建人 ｛0,1｝ 字符型，10 创建人姓名 

8 创建人部门 ｛0,1｝ 字符型，10 创建人所属部门 

9 创建监管局 ｛0,1｝ 字符型，10 创建文书的监管局 

10 创建单位名称 ｛0,1｝ 字符型，20 创建单位简称+部门简称 

11 承办单位名称 ｛0,1｝ 字符型，20 承办单位名称 

12 修改时间 ｛0,1｝ 字符型，10 修改时间 

13 修改人 ｛0,1｝ 字符型，10 修改人 

14 盖章时间 ｛0,1｝ 字符型，10 盖章时间 

15 盖章人 ｛0,1｝ 字符型，10 盖章人 

16 下发时间 ｛0,1｝ 字符型，10 下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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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交换数据项（续） 

编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数据类型与长度 说明 

17 下发人 ｛0,1｝ 字符型，10 下发人 

18 是否已读 ｛0,1｝ 整型，1 是否已读：0-未读，1-已读 

19 文书编号 ｛0,1｝ 字符型，20 文书编号 

20 文书机构简称 ｛0,1｝ 字符型，10 文书机构简称 

21 文书年份 ｛0,1｝ 字符型，10 文书年份 

22 文书流水号 ｛0,1｝ 字符型，5 文书流水号 

23 
文书流水号最大

值 
｛0,1｝ 字符型，5 文书流水号最大值 

24 本局地址 ｛0,1｝ 字符型，20 监管方地址 

25 邮政编码 ｛0,1｝ 字符型，10 邮政编码 

26 联系人 ｛0,1｝ 字符型，10 联系人 

27 联系电话 ｛0,1｝ 字符型，10 联系电话 

28 输入当事人 ｛0,1｝ 字符型，10 录入的当事人 

29 输入违法行为 ｛0,1｝ 字符型，20 录入的违法行为 

30 输入违反的规定 ｛0,1｝ 字符型，20 录入的违反的规定 

31 输入证据 ｛0,1｝ 字符型，20 录入的证据 

32 输入处罚依据 ｛0,1｝ 字符型，20 录入的处罚依据 

33 输入处罚内容 ｛0,1｝ 字符型，20 录入的处罚内容 

34 
输入陈述截止日

期 
｛0,1｝ 字符型，10 录入陈述截止日期 

 

示例： 

{ 

  "状态码": 200, 

  "状态信息": "sucess", 

  "数据体": { 

    "当前页": 1, 

    "记录总条数": 10, 

    "记录总页数": 2, 

    "列表": [{ 

      "主键": "ddfdfefixfdf", 

      "本局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 155 号", 

      "联系人": "张三", 

      "创建时间": "2019-12-30 12:30:12", 

      "创建人部门": "法规部", 

      "创建管理局": "华东局", 

"创建监管局": "山东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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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单位显示名称,单位简称+部门简称": "", 

      "承办单位显示名称,publish_case 表里的 create_org": "", 

      "创建人": "李四", 

      "当事人组织": "某公司", 

      "当事人组织总公司,t_superviseor 中的组织的总公司的 id": "某公司总部", 

      "输入项 1,当事人": "", 

      "输入项 2,违法行为": "", 

      "输入项 3,违反的规定": "", 

      "输入项 4,证据": "", 

      "输入项 5,处罚依据": "", 

      "输入项 6,处罚内容": "", 

      "输入项 7,陈述截至日期": "", 

      "是否已读：0-未读，1-已读": 0, 

      "总公司是否已读，0-未读，1-已读": 1, 

      "文书编号": "20191001", 

      "文书机构简称": "", 

      "文书流水号": "", 

      "文书流水号最大值": "", 

      "文书年份": "", 

      "对应的当事人名称": "", 

      "联系电话": "", 

      "邮政编码": "", 

      "下发时间": "", 

      "下发人": "", 

      "盖章时间": "", 

      "盖章人": "", 

      "文书状态：0-草稿，1-已盖章，2-已下发": "", 

      "修改时间": "2020-01-20 00:12:00", 

      "修改人": "王五" 

    }, 

    ... 

  ]} 

} 

8.4 信用类告知书 

信用类告知书数据项应符合表5要求。相关格式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表5 信用类告知书数据项 

编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数据类型与长度 说明 

1 文书主键 ｛0,1｝ 字符型，50 文书主键 

2 失信行为主键 ｛0,1｝ 字符型，50 失信行为ID 

3 文书类型 ｛0,1｝ 字符型，10 文书类型 

4 相对人名称 ｛0,1｝ 字符型，10 相对人名称 

5 事件发生日期 ｛0,1｝ 字符型，10 事件发生日期 

6 事由 ｛0,1｝ 字符型，20 事由 

7 违法类型 ｛0,1｝ 字符型，10 违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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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信用类告知书数据项（续） 

编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数据类型与长度 说明 

8 文书编号 ｛0,1｝ 字符型，5 文书编号 

9 文书编号流水号 ｛0,1｝ 字符型，5 文书编号流水号 

10 管理机构 ｛0,1｝ 字符型，20 管理机构如：监管局、管理局、民航局 

11 机关地址 ｛0,1｝ 字符型，10 机关地址 

12 邮编 ｛0,1｝ 字符型，10 邮编 

13 联系人 ｛0,1｝ 字符型，10 联系人 

14 联系电话 ｛0,1｝ 字符型，10 联系电话 

15 盖章日期 ｛0,1｝ 字符型，10 盖章日期 

16 操作日期 ｛0,1｝ 字符型，10 操作日期 

17 操作人 ｛0,1｝ 字符型，10 操作人 

18 操作人主键 ｛0,1｝ 字符型，50 操作人ID 

19 创建日期 ｛0,1｝ 字符型，10 创建日期 

20 创建人 ｛0,1｝ 字符型，10 创建人 

21 创建人主键 ｛0,1｝ 字符型，50 创建人ID  

22 创建人监管局主键 ｛0,1｝ 字符型，50 创建人监管局ID 

23 创建人监管局 ｛0,1｝ 字符型，10 创建人监管局 

24 创建人管理局主键 ｛0,1｝ 字符型，50 创建人管理局ID 

25 创建人管理局 ｛0,1｝ 字符型，10 创建人管理局 

26 扩展字段1 ｛0,1｝ 字符型，10 申辩日期/异议受理日期 

27 扩展字段2 ｛0,1｝ 字符型，10 
文书收到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提

交日期,也允许修改 

28 扩展字段3 ｛0,1｝ 字符型，10 
文书落款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盖

章日期,也允许修改 

29 扩展字段4 ｛0,1｝ 字符型，50 
理由及原因描述（不予受理/不与更正/不予修

复） 

30 扩展字段5 ｛0,1｝ 整型，1 异议是否受理：1受理，0未受理 

31 扩展字段6 ｛0,1｝ 整型，1 异议处理结果：1-无，2-更正，3-移除 

32 文书上传状态 ｛0,1｝ 整型，1 0-上传了附件，1-填写了结构化数据 

33 当前状态 ｛0,1｝ 整型，1 0-草稿，1-已盖章，2-已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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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行{ 

  "状态码": 200, 

  "状态信息": "sucess", 

  "数据体": { 

    "当前页": 1, 

    "记录总条数": 10, 

    "记录总页数": 2, 

    "列表": [{ 

      "违法类型": "", 

      "事件发生日期": "2019-12-30 12:30:12", 

      "事由": "张三", 

      "文书类型": "", 

      "创建日期": "", 

      "创建人管理局": "华东局", 

      "创建人管理局主键": "", 

      "创建人监管局": "", 

      "创建人监管局主键": "", 

      "创建人": "李四", 

      "创建人 id": "", 

      "失信行为 id": "", 

      "操作日期 提交或发送日期": "", 

      "操作人": "", 

      "操作人 id": "", 

      "扩展字段 1 申辩日期/异议受理日期": "", 

      "扩展字段 2 文书收到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提交日期,也允许修改": "", 

      "扩展字段 3 文书落款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盖章日期,也允许修改": "", 

      "扩展字段 4 理由及原因描述（不予受理/不与更正/不予修复）": "", 

      "扩展字段 5 异议是否受理 1 受理 0 未受理": 0, 

      "扩展字段 6 异议处理结果 1-无 2-更正 3-移除": 1, 

      "0 草稿 1 已盖章 2 已下发": 2, 

      "机关地址":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邮编": "", 

      "文书 id": "", 

      "管理机构 监管局/管理局/民航局": "", 

      "文书编号": "", 

      "文书编号流水号": "", 

      "0-因为上传了附件而生成的一条空白的数据。1-单位已经填写过了的结构化数据": 1, 

      "盖章日期": "2020-01-20 00:12:00", 

      "相对人名称": "" 

    }, 

    ... 

  ]} 

} 

8.5 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数据项应符合表6要求。相关格式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表6 信用类告知书数据项 

编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数据类型与长度 说明 

1 文书主键 ｛0,1｝ 字符型，50 文书主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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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信用类告知书数据项（续） 

编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数据类型与长度 说明 

2 失信行为主键 ｛0,1｝ 字符型，50 失信行为ID 

3 文书类型 ｛0,1｝ 字符型，10 文书类型 

4 相对人名称 ｛0,1｝ 字符型，10 相对人名称 

5 事件发生日期 ｛0,1｝ 字符型，10 事件发生日期 

6 事由 ｛0,1｝ 字符型，20 事由 

7 违法类型 ｛0,1｝ 字符型，10 违法类型 

8 文书编号 ｛0,1｝ 字符型，5 文书编号 

9 文书编号流水号 ｛0,1｝ 字符型，5 文书编号流水号 

10 管理机构 ｛0,1｝ 字符型，20 管理机构如：监管局、管理局、民航局 

11 机关地址 ｛0,1｝ 字符型，10 机关地址 

12 邮编 ｛0,1｝ 字符型，10 邮编 

13 联系人 ｛0,1｝ 字符型，10 联系人 

14 联系电话 ｛0,1｝ 字符型，10 联系电话 

15 盖章日期 ｛0,1｝ 字符型，10 盖章日期 

16 操作日期 ｛0,1｝ 字符型，10 操作日期 

17 操作人 ｛0,1｝ 字符型，10 操作人 

18 操作人主键 ｛0,1｝ 字符型，50 操作人ID 

19 创建日期 ｛0,1｝ 字符型，10 创建日期 

20 创建人 ｛0,1｝ 字符型，10 创建人 

21 创建人主键 ｛0,1｝ 字符型，50 创建人ID  

22 创建人监管局主键 ｛0,1｝ 字符型，50 创建人监管局ID 

23 创建人监管局 ｛0,1｝ 字符型，10 创建人监管局 

24 创建人管理局主键 ｛0,1｝ 字符型，50 创建人管理局ID 

25 创建人管理局 ｛0,1｝ 字符型，10 创建人管理局 

26 扩展字段1 ｛0,1｝ 字符型，10 申辩日期/异议受理日期 

27 扩展字段2 ｛0,1｝ 字符型，10 
文书收到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提交

日期,也允许修改 

28 扩展字段3 ｛0,1｝ 字符型，10 
文书落款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盖章

日期,也允许修改 

29 扩展字段4 ｛0,1｝ 字符型，50 理由及原因描述（不予受理/不与更正/不予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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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信用类告知书数据项（续） 

编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数据类型与长度 说明 

30 扩展字段5 ｛0,1｝ 整型，1 异议是否受理：1受理，0未受理 

31 扩展字段6 ｛0,1｝ 整型，1 异议处理结果：1-无，2-更正，3-移除 

32 文书上传状态 ｛0,1｝ 整型，1 0-上传了附件，1-填写了结构化数据 

33 当前状态 ｛0,1｝ 整型，1 0-草稿，1-已盖章，2-已下发 

 

示例： 

{ 

  "状态码": 200, 

  "状态信息": "sucess", 

  "数据体": { 

    "当前页": 1, 

    "记录总条数": 10, 

    "记录总页数": 2, 

    "列表": [{ 

      "主键": "", 

      "本局地址": "", 

      "事件 id": "", 

      "当事人名称": "张三", 

      "联系人": "", 

      "创建时间": "", 

      "创建人部门": "", 

      "创建人部门 id": "", 

      "创建管理局": "", 

      "创建管理局 id": "", 

      "创建监管局": "", 

      "创建监管局 id": "", 

      "创建管理局显示名称": "", 

      "承办单位显示名称": "", 

      "创建人": "", 

      "创建人 id": "", 

      "延期听证截至期限": "", 

      "当事人组织": "", 

      "当事人组织 id": "", 

      "当事人组织总公司": "", 

      "当事人总公司 id": "", 

      "听证是否公开:0 不公开 1 公开": 1, 

      "是否已读:0 未读 1 已读": 0, 

      "总公司是否已读:0 未读 1 已读": 1, 

      "文书编号": "", 

      "文书机构简称": "", 

      "文书机构简称 id": "", 

      "文书流水号": "", 

      "文书流水号最大值": "", 

      "文书年份": "", 

      "对应的申请书 id": "", 

      "对应的当事人 id": "", 

      "对应的当事人名称": "", 

      "联系电话": "", 

      "邮政编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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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发时间": "", 

      "下发人": "", 

      "下发人 id": "", 

      "盖章时间": "", 

      "盖章人": "", 

   "盖章人 id": "", 

      "书记员": "", 

      "状态": "", 

      "听证时间": "", 

      "上午下午": "",  

      "时刻": "", 

      "听证地点": "", 

      "听证人": "", 

      "修改时间": "", 

      "修改人": "", 

      "修改人 id": "", 

      "主持人": "" 

    }, 

    ... 

  ]} 

 

} 

8.6 严重失信行为申请书 

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数据项应符合表7要求。相关格式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表7 信用类告知书数据项 

编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数据类型与长度 说明 

1 文书主键 ｛0,1｝ 字符型，50 文书主键 

2 失信事件主键 ｛0,1｝ 字符型，50 失信事件ID 

3 文书类型 ｛0,1｝ 整型，1 
文书类型：申辩申请书、异议申请书、修复申

请书 

4 文书申请人类型 ｛0,1｝ 整型，1 文书申请人类型：1-组织，2-个人 

5 文书申请组织名称 ｛0,1｝ 字符型，10 文书申请组织名称 

6 文书申请人证件号码 ｛0,1｝ 字符型，10 文书申请人证件号码 

7 文书申请组织主键 ｛0,1｝ 字符型，50 文书申请组织ID 

8 文书申请组织名称 ｛0,1｝ 字符型，10 文书申请组织名称 

9 社会信用代码 ｛0,1｝ 字符型，10 社会信用代码 

10 严重失信行为信息 ｛0,1｝ 字符型，10 严重失信行为信息 

11 记入时间 ｛0,1｝ 字符型，10 记入时间 

12 事实及理由 ｛0,1｝ 字符型，10 事实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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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信用类告知书数据项（续） 

编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数据类型与长度 说明 

13 提交日期 ｛0,1｝ 字符型，10 提交日期 

14 创建人主键 ｛0,1｝ 字符型，50 创建人ID 

15 创建人 ｛0,1｝ 字符型，10 创建人 

16 创建时间 ｛0,1｝ 字符型，10 创建时间 

 

示例： 

{ 

  "状态码": 200, 

  "状态信息": "sucess", 

  "数据体": { 

    "当前页": 1, 

    "记录总条数": 10, 

    "记录总页数": 2, 

    "列表": [{ 

      "违法类型": "", 

      "事件发生日期": "", 

      "事由": "", 

      "文书类型": "", 

      "创建日期": "", 

      "创建人管理局": "", 

      "创建人管理局主键": "", 

      "创建人监管局": "", 

      "创建人监管局主键": "", 

      "创建人": "", 

      "创建人主键": "", 

      "失信行为主键": "", 

      "操作日期 提交或发送日期": "", 

      "操作人": "", 

      "操作人主键": "", 

      "扩展字段 1 申辩日期/异议受理日期": "", 

      "扩展字段 2 文书收到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提交日期,也允许修改": "", 

      "扩展字段 3 文书落款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盖章日期,也允许修改": "", 

      "扩展字段 3 文书落款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盖章日期,也允许修改": "", 

      "扩展字段 4 理由及原因描述（不予受理/不与更正/不予修复）": "", 

      "扩展字段 5 异议是否受理 1 受理 0 未受理": "", 

      "扩展字段 6 异议处理结果 1-无 2-更正 3-移除": "", 

      "0 草稿 1 已盖章 2 已下发": "", 

      "机关地址":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邮编": "", 

      "文书 id": "", 

      "管理机构 监管局/管理局/民航局": "", 

      "文书编号": "", 

      "文书编号流水号": "", 

      "0 因为上传了附件而生成的一条空白的数据。1 单位已经填写过了的结构化数据": 1, 

      "相对人名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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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7 整改反馈 

整改反馈数据项应符合表8要求。相关格式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表8 信用类告知书数据项 

编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数据类型与长度 说明 

1 整改反馈主键 ｛0,1｝ 字符型，50 整改反馈项ID 

2 行政相对人主键 ｛0,1｝ 字符型，50 行政相对人ID 

3 整改通知书主键 ｛0,1｝ 字符型，50 整改通知书ID 

4 提交人 ｛0,1｝ 字符型，10 提交人 

5 整改项主键 ｛0,1｝ 字符型，50 整改项ID 

6 反馈单主键 ｛0,1｝ 字符型，50 反馈单ID 

7 通知书子项主键 ｛0,1｝ 字符型，50 通知书子项ID 

8 完成情况 ｛0,1｝ 整型，1 完成情况：1-已完成，2-计划完成 

9 完成日期 ｛0,1｝ 字符型，10 完成日期 

10 计划完成日期 ｛0,1｝ 字符型，10 计划完成日期 

11 完成情况 ｛0,1｝ 整型，1 完成情况：1-实际完成，2-计划完成 

12 直接原因 ｛0,1｝ 字符型，10 直接原因 

13 系统原因 ｛0,1｝ 字符型，10 系统原因 

14 其它原因 ｛0,1｝ 字符型，10 其它原因 

15 恢复性措施 ｛0,1｝ 字符型，10 恢复性措施 

16 预防性措施 ｛0,1｝ 字符型，10 预防性措施 

17 完成情况说明 ｛0,1｝ 字符型，10 完成情况说明 

18 计划完成情况说明 ｛0,1｝ 字符型，10 计划完成情况说明 

19 提交人 ｛0,1｝ 字符型，10 提交人 

示例： 

{ 

  "数据体": { 

    "整改反馈 ID": "", 

    "行政相对人 ID": "", 

    "提交人": "", 

    "整改通知书 ID": "" 

    "整改反馈项列表": [{ 

      "整改项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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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馈单 id": "", 

      "恢复性措施": "", 

      "计划完成日期": "", 

      "完成情况说明": "", 

      "计划完成说明": "", 

      "其它原因": "", 

      "提交人": "", 

      "完成情况：1-实际完成，2-计划完成": "", 

      "完成情况：1-已完成，2-计划完成": "", 

      "完成日期": "", 

      "整改通知书中整改项 ID": "", 

      "系统原因": "", 

      "预防性措施": "", 

  "直接原因": "" 

    }, 

    ... 

  ]} 

} 

9 接口规范 

9.1 监管事项库版本变更 

监管事项库版本变更接口请求参数应符合表9的要求，接口响应参数应符合表10的要求。 

表9 监管事项库版本变更接口请求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1 Authorization token string true 

2 currentPage 请求页码 integer true 

3 endTime 数据更新结束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4 pageSize 每页显示多少条数据 默认10条 integer true 

5 startTime 数据更新开始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表10 监管事项库版本变更接口响应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 bbh 版本号 integer(int32) 

2 czlx 操作类型：1-新增，2-编辑，3-删除，4-失效 integer(int32) 

3 id 记录ID string 

4 jcdbzid 所属检查标准 string 

5 jcdid 所属检查项目 string 

6 jcdwtid 所属检查内容 string 

7 jcdyjid 所属检查依据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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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监管事项库版本变更接口响应（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8 ly 
变更来源：1-检查专业，2-检查业务，3-检查项目，

4-检查内容，5-检查标准，6-检查依据 
integer(int32) 

9 tjsj 发布时间 string(date-time) 

10 xnr 变更记录 string 

11 ywid 所属检查业务 string 

12 zyid 所属检查专业 string 

示例： 

{ 

 "code": 0, 

 "data": { 

  "currentPage": 0, 

  "list": [ 

   { 

    "bbh": 1, 

    "czlx": 1, 

    "id": "B45D7390809416DBE0530B10010A8CA1", 

    "jcdbzid": "", 

    "jcdid": "3F1C91B95A744F22834E83CEDC67E061", 

    "jcdwtid": "07DBA6D179C647F881F4782AF349A7FE", 

    "jcdyjid": "", 

    "ly": 4, 

    "tjsj": "", 

    "xnr": 新增检查内容[SID-55567]。, 

    "ywid": "88FA8710371C42E09E47D159B6B6F0A3", 

    "zyid": "SES1-SID2-INSPECTIONSPECIALTY-340" 

   } 

  ], 

  "total": 1, 

  "totalPage": 1 

 }, 

 "msg": "" 

} 

 

9.2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接口请求参数应符合表11的要求，接口响应参数应符合表12的要求。 

表11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接口请求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1 Authorization token string true 

2 currentPage 请求页码 integer true 

3 endTime 数据更新结束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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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接口请求（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4 pageSize 每页显示多少条数据 默认10条 integer true 

5 startTime 数据更新开始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表12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接口响应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 address 本局地址 string 

2 contcat 联系人 string 

3 createDate 创建时间 string 

4 createDept 创建人部门 string 

5 createGlj 创建管理局 string 

6 createJgj 创建监管局 string 

7 createOrg 创建单位显示名称,单位简称+部门简称 string 

8 createOrgCb 承办单位显示名称,publish_case表里的create_org string 

9 createUser 创建人 string 

10 dsrOrg 当事人组织 string 

11 dsrParentOrg 当事人组织总公司,t_superviseor中的组织的总公司的id string 

12 ext1 输入项1,当事人 string 

13 ext2 输入项2,违法行为 string 

14 ext3 输入项3,违反的规定 string 

15 ext4 输入项4,证据 string 

16 ext5 输入项5,处罚依据 string 

17 ext6 输入项6,处罚内容 string 

18 ext7 输入项7,陈述截至日期 string 

19 id 主键 string 

20 isRead 是否已读：0-未读，1-已读 string 

21 isReadParent 总公司是否已读，0-未读，1-已读 string 

22 paperNum 文书编号 string 

23 paperOrg 文书机构简称 string 

24 paperSn 文书流水号 string 

25 paperSnMax 文书流水号最大值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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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接口响应（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26 paperYear 文书年份 string 

27 personName 对应的当事人名称 string 

28 phone 联系电话 string 

29 post 邮政编码 string 

30 sendDate 下发时间 string 

31 sendUser 下发人 string 

32 signDate 盖章时间 string 

33 signUser 盖章人 string 

34 status 文书状态：0-草稿，1-已盖章，2-已下发 string 

35 updateDate 修改时间 string 

36 updateUserId 修改人 string 

 

示例： 

{ 

 "code": 0, 

 "data": { 

  "currentPage": 0, 

  "list": [ 

   { 

    "address": "", 

    "contcat": "", 

    "createDate": 2021/10/8 16:08:26, 

    "createDept": "", 

    "createGlj": "", 

    "createJgj": "", 

    "createOrg": "", 

    "createOrgCb": "", 

    "createUser": "", 

    "dsrOrg": "", 

    "dsrParentOrg": "", 

    "ext1": "", 

    "ext2": "", 

    "ext3": "", 

    "ext4": "", 

    "ext5": "", 

    "ext6": "", 

    "ext7": "", 

    "id": "775e530b-b4d6-414f-bbb1-acddfcf9a99f", 

    "isRead": "", 

    "isReadParent": "", 

    "paperNum": "", 

    "paper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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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erSn": "", 

    "paperSnMax": "", 

    "paperYear": "", 

    "personName": "", 

    "phone": "", 

    "post": "", 

    "sendDate": "", 

    "sendUser": "", 

    "signDate": "", 

 "signUser": "", 

    "status": "2", 

    "updateDate": 2021/10/8 16:13:17, 

    "updateUserId": "" 

   } 

  ], 

  "total": 0, 

  "totalPage": 0 

 }, 

 "msg": "" 

} 

9.3 行政处罚决定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接口请求参数应符合表13的要求，接口响应参数应符合表14的要求。 

表13 行政处罚决定书接口请求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1 Authorization token string true 

2 currentPage 请求页码 integer true 

3 endTime 数据更新结束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4 pageSize 每页显示多少条数据 默认10条 integer true 

5 startTime 数据更新开始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表14 行政处罚决定书接口响应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 createDate 创建时间 string 

2 createDept 创建人部门 string 

3 createGlj 创建管理局 string 

4 createJgj 创建监管局 string 

5 createOrg 创建单位显示名称,单位简称+部门简称 string 

6 createOrgCb 承办单位显示名称,publish_case表里的create_org string 

7 createUser 创建人 string 

8 dsrOrg 当事人组织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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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行政处罚决定书接口响应（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9 dsrParentOrg 当事人组织总公司 string 

10 ext1 输入项1,当事人 string 

11 ext10 输入项10,当事人 string 

12 ext11 输入项11,处罚内容 string 

13 ext12 输入项12,缴费天数 string 

14 ext13 输入项13,缴费至 string 

15 ext14 输入项14,地址 string 

16 ext15 输入项15,户名 string 

17 ext16 输入项16,账号 string 

18 ext17 输入项17,预算科目 string 

19 ext18 输入项18,预算级次 string 

20 ext19 输入项19,其他处罚履行的方式和期限 string 

21 ext2 输入项2,事发日期 string 

22 ext20 输入项20,几日内 string 

23 ext21 输入项21,几日内 string 

24 ext22 输入项22,几日内 string 

25 ext23 输入项23,人民法院 string 

26 ext3 输入项3,当事人 string 

27 ext4 输入项4,涉嫌案件 string 

28 ext5 输入项5,现已查明 string 

29 ext6 输入项6,事实证据 string 

30 ext7 输入项7,当事人 string 

31 ext8 输入项8,违反的法律法规 string 

32 ext9 输入项9,处罚依据的法规 string 

33 id 主键 string 

34 isRead 是否已读,0 未读 1 已读 string 

35 isReadParent 总公司是否已读,0 未读 1 已读 string 

36 paperNum 文书编号 string 

37 paperOrg 文书机构简称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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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行政处罚决定书接口响应（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38 paperSn 文书流水号 string 

39 paperSnMax 文书流水号最大值 string 

40 paperYear 文书年份 string 

41 personName 对应的当事人名称 string 

42 sendDate 下发时间 string 

43 sendUser 下发人 string 

44 signDate 盖章时间 string 

45 signUser 盖章人 string 

46 status 文书状态，0-草稿，1-已盖章，2-已下发 string 

47 updateDate 修改时间 string 

 

示例： 

{ 

 "code": 0, 

 "data": { 

  "currentPage": 0, 

  "list": [ 

   { 

    "createDate": 2021/10/8 16:08:26, 

    "createDept": "", 

    "createGlj": "", 

    "createJgj": "", 

    "createOrg": "", 

    "createOrgCb": "", 

    "createUser": "", 

    "dsrOrg": "", 

    "dsrParentOrg": "", 

    "ext1": "", 

    "ext10": "", 

    "ext11": "", 

    "ext12": "", 

    "ext13": "", 

    "ext14": "", 

    "ext15": "", 

    "ext16": "", 

    "ext17": "", 

    "ext18": "", 

    "ext19": "", 

    "ext2": "", 

    "ext20": "", 

    "ext21": "", 

    "ext22": "", 

    "ext23": "", 

    "ext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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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4": "", 

    "ext5": "", 

    "ext6": "", 

    "ext7": "", 

    "ext8": "", 

    "ext9": "", 

    "id": 9077cc45-9e97-4f0a-a956-d59e16ffef6b, 

    "isRead": 0, 

    "isReadParent": 0, 

    "paperNum": "", 

    "paperOrg": "", 

    "paperSn": "", 

    "paperSnMax": "", 

    "paperYear": "", 

    "personName": "", 

    "sendDate": "", 

    "sendUser": "", 

    "signDate": "", 

    "signUser": "", 

    "status": 2, 

    "updateDate": 2021/10/8 16:13:17 

   } 

  ], 

  "total": 0, 

  "totalPage": 0 

 }, 

 "msg": "" 

} 

9.4 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接口请求参数应符合表 15 的要求，接口响应参数应符合表 16 的要求。 

表15 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接口请求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1 Authorization token string true 

2 currentPage 请求页码 integer true 

3 endTime 数据更新结束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4 pageSize 每页显示多少条数据 默认10条 integer true 

5 startTime 数据更新开始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表16 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接口响应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 address 本局地址 string 

2 caseId 事件id string 

3 casePersonName 当事人名称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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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接口响应（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4 contcat 联系人 string 

5 createDate 创建时间 string 

6 createDept 创建人部门 string 

7 createDeptId 创建人部门id string 

8 createGlj 创建管理局 string 

9 createGljId 创建管理局id string 

10 createJgj create_jgj string 

11 createJgjId create_jgj_id string 

12 createOrg 创建管理局显示名称 string 

13 createOrgCb 承办单位显示名称 string 

14 createUser 创建人 string 

15 createUserId 创建人id string 

16 delayDate 延期听证截至期限 string 

17 dsrOrg 当事人组织 string 

18 dsrOrgId 当事人组织id string 

19 dsrParentOrg 当事人组织总公司 string 

20 dsrParentOrgId 当事人总公司id string 

21 id 主键 string 

22 isPublish 听证是否公开:0 不公开 1 公开 string 

23 isRead 是否已读:0 未读 1 已读 string 

24 isReadParent 总公司是否已读:0 未读 1 已读 string 

25 paperNum 文书编号 string 

26 paperOrg 文书机构简称 string 

27 paperOrgId 文书机构简称id string 

28 paperSn 文书流水号 string 

29 paperSnMax 文书流水号最大值 string 

30 paperYear 文书年份 string 

31 personApplyId 对应的申请书id string 

32 personId 对应的当事人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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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接口响应（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33 personName 对应的当事人名称 string 

34 phone 联系电话 string 

35 post 邮政编码 string 

36 sendDate 下发时间 string 

37 sendUser 下发人 string 

38 sendUserId 下发人id string 

39 signDate 盖章时间 string 

40 signUser 盖章人 string 

41 signUserId 盖章人id string 

42 sjy 书记员 string 

43 status status string 

44 tzDate 听证时间 string 

45 tzDate2 上午下午 string 

46 tzDate3 几点 string 

47 tzPalce 听证地点 string 

48 tzr 听证人 string 

49 updateDate 修改时间 string 

50 updateUser 修改人 string 

51 updateUserId 修改人id string 

52 zcr 主持人 string 

 

示例： 

 {"code": 0, 

 "data": { 

  "currentPage": 0, 

  "list": [ 

   { 

    "address": "", 

    "caseId": "", 

    "casePersonName": "", 

    "contcat": "", 

    "createDate": "", 

    "createDept": "", 

    "createDeptId": "", 

    "createGl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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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GljId": "", 

    "createJgj": "", 

    "createJgjId": "", 

    "createOrg": "", 

    "createOrgCb": "", 

    "createUser": "", 

    "createUserId": "", 

    "delayDate": "", 

    "dsrOrg": "", 

    "dsrOrgId": "", 

    "dsrParentOrg": "", 

    "dsrParentOrgId": "", 

    "id": "775e530b-b4d6-414f-bbb1-acddfcf9a99f", 

    "isPublish": "", 

    "isRead": "", 

    "isReadParent": "", 

    "paperNum": "", 

    "paperOrg": "", 

    "paperOrgId": "", 

    "paperSn": "", 

    "paperSnMax": "", 

    "paperYear": "", 

    "personApplyId": "", 

    "personId": "", 

    "personName": "", 

    "phone": "", 

    "post": "", 

    "sendDate": "", 

    "sendUser": "", 

    "sendUserId": "", 

    "signDate": "", 

    "signUser": "", 

    "signUserId": "", 

    "sjy": "", 

    "status": "", 

    "tzDate": "", 

    "tzDate2": "", 

    "tzDate3": "", 

    "tzPalce": "", 

    "tzr": "", 

    "updateDate": "", 

    "updateUser": "", 

    "updateUserId": "", 

    "zcr": "" 

   } 

  ], 

  "total": 0, 

  "totalPage": 0 

 }, 

 "msg": "" 

} 

 

9.5 严重失信行为告知书 



MH/T XXXX—XXXX 

29 

 

严重失信行为告知书接口请求参数应符合表 17 的要求，接口响应参数应符合表 18 的要求。 

表17 严重失信行为告知书接口请求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1 Authorization token string true 

2 currentPage 请求页码 integer true 

3 endTime 数据更新结束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4 pageSize 每页显示多少条数据 默认10条 integer true 

5 startTime 数据更新开始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表18 严重失信行为告知书接口响应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 caseCategory 违法类型 string 

2 caseTime 事件发生日期 string 

3 caseTitle 事由 string 

4 category 文书类型 string 

5 createDate 创建日期 string 

6 createGlj 创建人管理局 string 

7 createGljId 创建人管理局主键 string 

8 createJgj 创建人监管局 string 

9 createJgjId 创建人监管局主键 string 

10 createUser 创建人 string 

11 createUserid 创建人id string 

12 creditId 失信行为id string 

13 effectDate 操作日期 提交或发送日期 string 

14 effectUser 操作人 string 

15 effectUserid 操作人id string 

16 ext1 扩展字段1 申辩日期/异议受理日期 string 

17 ext2 
扩展字段2 文书收到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提交日期,

也允许修改 
string 

18 ext3 
扩展字段3 文书落款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盖章日期,

也允许修改 
string 

19 ext4 扩展字段4 理由及原因描述（不予受理/不与更正/不予修复） string 

20 ext5 扩展字段5 异议是否受理 1受理 0未受理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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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严重失信行为告知书接口响应（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21 ext6 扩展字段6 异议处理结果 1-无 2-更正 3-移除 string 

22 flowStatus 0 草稿 1 已盖章 2 已下发 string 

23 gljAddress 机关地址 string 

24 gljConcat 联系人 string 

25 gljConcatPhone 联系电话 string 

26 gljPost 邮编 string 

27 id 文书id string 

28 manageName 管理机构 监管局/管理局/民航局 string 

29 paperNum 文书编号 string 

30 paperNumSn 文书编号流水号 string 

31 paperStatus 
0因为上传了附件而生成的一条空白的数据。1单位已经填写过了

的结构化数据。 
string 

32 signDate 盖章日期 string 

33 subjectName 相对人名称 string 

示例： 

 {"code": 0, 

 "data": { 

  "currentPage": 0, 

  "list": [ 

   { 

    "caseCategory": "", 

    "caseTime": "", 

    "caseTitle": "", 

    "category": "", 

    "createDate": "", 

    "createGlj": "", 

    "createGljId": "", 

    "createJgj": "", 

    "createJgjId": "", 

    "createUser": "", 

    "createUserid": "", 

    "creditId": "", 

    "effectDate": "", 

    "effectUser": "", 

    "effectUserid": "", 

    "ext1": "", 

    "ext2": "", 

    "ext3": "", 

    "ext4": "", 

    "ext5": "", 

    "ext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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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wStatus": "", 

    "gljAddress": "", 

    "gljConcat": "", 

    "gljConcatPhone": "", 

    "gljPost": "", 

    "id": "", 

    "manageName": "", 

    "paperNum": "", 

    "paperNumSn": "", 

    "paperStatus": "", 

    "signDate": "", 

    "subjectName": "" 

   } 

  ], 

  "total": 0, 

  "totalPage": 0 

 }, 

 "msg": "" 

} 

9.6 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决定书 

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决定书接口请求参数应符合表 19 的要求，接口响应参数应符合表 20 的要求。 

表19 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决定书接口请求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1 Authorization token string true 

2 currentPage 请求页码 integer true 

3 endTime 数据更新结束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4 pageSize 每页显示多少条数据 默认10条 integer true 

5 startTime 数据更新开始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表20 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决定书接口响应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 caseCategory 违法类型 string 

2 caseTime 事件发生日期 string 

3 caseTitle 事由 string 

4 category 文书类型 string 

5 createDate 创建日期 string 

6 createGlj 创建人管理局 string 

7 createGljId 创建人管理局主键 string 

8 createJgj 创建人监管局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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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决定书接口响应（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9 createJgjId 创建人监管局主键 string 

10 createUser 创建人 string 

11 createUserid 创建人id string 

12 creditId 失信行为id string 

13 effectDate 操作日期 提交或发送日期 string 

14 effectUser 操作人 string 

15 effectUserid 操作人id string 

16 ext1 扩展字段1 申辩日期/异议受理日期 string 

17 ext2 
扩展字段2 文书收到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提交日期,也允

许修改 
string 

18 ext3 
扩展字段3 文书落款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盖章日期,也允

许修改 
string 

19 ext4 扩展字段4 理由及原因描述（不予受理/不与更正/不予修复） string 

20 ext5 扩展字段5 异议是否受理 1受理 0未受理 string 

21 ext6 扩展字段6 异议处理结果 1-无 2-更正 3-移除 string 

22 flowStatus 0 草稿 1 已盖章 2 已下发 string 

23 gljAddress 机关地址 string 

24 gljConcat 联系人 string 

25 gljConcatPhone 联系电话 string 

26 gljPost 邮编 string 

27 id 文书id string 

28 manageName 管理机构 监管局/管理局/民航局 string 

29 paperNum 文书编号 string 

30 paperNumSn 文书编号流水号 string 

31 paperStatus 
0因为上传了附件而生成的一条空白的数据。1单位已经填写过了的结

构化数据。 
string 

32 signDate 盖章日期 string 

33 subjectName 相对人名称 string 

 

示例： 

 {"code": 0, 

 "data": { 

  "currentPage": 0, 

  "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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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seCategory": "", 

    "caseTime": "", 

    "caseTitle": "", 

    "category": "", 

    "createDate": "", 

    "createGlj": "", 

    "createGljId": "", 

    "createJgj": "", 

    "createJgjId": "", 

    "createUser": "", 

    "createUserid": "", 

    "creditId": "", 

    "effectDate": "", 

    "effectUser": "", 

    "effectUserid": "", 

    "ext1": "", 

    "ext2": "", 

    "ext3": "", 

    "ext4": "", 

    "ext5": "", 

    "ext6": "", 

    "flowStatus": "", 

    "gljAddress": "", 

    "gljConcat": "", 

    "gljConcatPhone": "", 

    "gljPost": "", 

    "id": "", 

    "manageName": "", 

    "paperNum": "", 

    "paperNumSn": "", 

    "paperStatus": "", 

    "signDate": "", 

    "subjectName": "" 

   } 

  ], 

  "total": 0, 

  "totalPage": 0 

 }, 

 "msg": "" 

} 

9.7 行业信用信息异议处理结果告知书 

行业信用信息异议处理结果告知书接口请求参数应符合表 21 的要求，接口响应参数应符合表 22

的要求。 

表21 行业信用信息异议处理结果告知书接口请求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1 Authorization token string true 

2 currentPage 请求页码 integer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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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行业信用信息异议处理结果告知书接口请求（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3 endTime 数据更新结束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4 pageSize 每页显示多少条数据 默认10条 integer true 

5 startTime 数据更新开始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表22 行业信用信息异议处理结果告知书接口响应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 caseCategory 违法类型 string 

2 caseTime 事件发生日期 string 

3 caseTitle 事由 string 

4 category 文书类型 string 

5 createDate 创建日期 string 

6 createGlj 创建人管理局 string 

7 createGljId 创建人管理局主键 string 

8 createJgj 创建人监管局 string 

9 createJgjId 创建人监管局主键 string 

10 createUser 创建人 string 

11 createUserid 创建人id string 

12 creditId 失信行为id string 

13 effectDate 操作日期 提交或发送日期 string 

14 effectUser 操作人 string 

15 effectUserid 操作人id string 

16 ext1 扩展字段1 申辩日期/异议受理日期 string 

17 ext2 
扩展字段2 文书收到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提交日期,

也允许修改 
string 

18 ext3 
扩展字段3 文书落款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盖章日期,

也允许修改 
string 

19 ext4 扩展字段4 理由及原因描述（不予受理/不与更正/不予修复） string 

20 ext5 扩展字段5 异议是否受理 1受理 0未受理 string 

21 ext6 扩展字段6 异议处理结果 1-无 2-更正 3-移除 string 

22 flowStatus 0 草稿 1 已盖章 2 已下发 string 

23 gljAddress 机关地址 string 

24 gljConcat 联系人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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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行业信用信息异议处理结果告知书接口响应（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25 gljConcatPhone 联系电话 string 

26 gljPost 邮编 string 

27 id 文书id string 

28 manageName 管理机构 监管局/管理局/民航局 string 

29 paperNum 文书编号 string 

30 paperNumSn 文书编号流水号 string 

31 paperStatus 
0因为上传了附件而生成的一条空白的数据。1单位已经填写过了

的结构化数据。 
string 

32 signDate 盖章日期 string 

33 subjectName 相对人名称 string 

 

示例： 

 {"code": 0, 

 "data": { 

  "currentPage": 0, 

  "list": [ 

   { 

    "caseCategory": "", 

    "caseTime": "", 

    "caseTitle": "", 

    "category": "", 

    "createDate": "", 

    "createGlj": "", 

    "createGljId": "", 

    "createJgj": "", 

    "createJgjId": "", 

    "createUser": "", 

    "createUserid": "", 

    "creditId": "", 

    "effectDate": "", 

    "effectUser": "", 

    "effectUserid": "", 

    "ext1": "", 

    "ext2": "", 

    "ext3": "", 

    "ext4": "", 

    "ext5": "", 

    "ext6": "", 

    "flowStatus": "", 

    "gljAddress": "", 

    "gljConcat": "", 

    "gljConcatPhone": "", 

    "gljPost": "",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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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Name": "", 

    "paperNum": "", 

    "paperNumSn": "", 

    "paperStatus": "", 

    "signDate": "", 

    "subjectName": "" 

   } 

  ], 

  "total": 0, 

  "totalPage": 0 

 }, 

 "msg": "" 

} 

9.8 异议受理通知书与不予受理通知书 

异议受理通知书与不予受理通知书接口请求参数应符合表 23 的要求，接口响应参数应符合表 24

的要求。 

表23 异议受理通知书与不予受理通知书接口请求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1 Authorization token string true 

2 currentPage 请求页码 integer true 

3 endTime 数据更新结束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4 pageSize 每页显示多少条数据 默认10条 integer true 

5 startTime 数据更新开始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表24 异议受理通知书与不予受理通知书接口响应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 caseCategory 违法类型 string 

2 caseTime 事件发生日期 string 

3 caseTitle 事由 string 

4 category 文书类型 string 

5 createDate 创建日期 string 

6 createGlj 创建人管理局 string 

7 createGljId 创建人管理局主键 string 

8 createJgj 创建人监管局 string 

9 createJgjId 创建人监管局主键 string 

10 createUser 创建人 string 

11 createUserid 创建人id string 

12 creditId 失信行为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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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异议受理通知书与不予受理通知书接口响应（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3 effectDate 操作日期 提交或发送日期 string 

14 effectUser 操作人 string 

15 effectUserid 操作人id string 

16 ext1 扩展字段1 申辩日期/异议受理日期 string 

17 ext2 
扩展字段2 文书收到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提交日期,也允

许修改 
string 

18 ext3 
扩展字段3 文书落款日期（申辩/异议/修复）理论上同盖章日期,也允

许修改 
string 

19 ext4 扩展字段4 理由及原因描述（不予受理/不与更正/不予修复） string 

20 ext5 扩展字段5 异议是否受理 1受理 0未受理 string 

21 ext6 扩展字段6 异议处理结果 1-无 2-更正 3-移除 string 

22 flowStatus 0 草稿 1 已盖章 2 已下发 string 

23 gljAddress 机关地址 string 

24 gljConcat 联系人 string 

25 gljConcatPhone 联系电话 string 

26 gljPost 邮编 string 

27 id 文书id string 

28 manageName 管理机构 监管局/管理局/民航局 string 

29 paperNum 文书编号 string 

30 paperNumSn 文书编号流水号 string 

31 paperStatus 
0因为上传了附件而生成的一条空白的数据。1单位已经填写过了的结

构化数据。 
string 

32 signDate 盖章日期 string 

33 subjectName 相对人名称 string 

 

示例： 

 {"code": 0, 

 "data": { 

  "currentPage": 0, 

  "list": [ 

   { 

    "caseCategory": "", 

    "caseTime": "", 

    "caseTitle": "", 

    "category": "", 

    "createD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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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Glj": "", 

    "createGljId": "", 

    "createJgj": "", 

    "createJgjId": "", 

    "createUser": "", 

    "createUserid": "", 

    "creditId": "", 

    "effectDate": "", 

    "effectUser": "", 

    "effectUserid": "", 

    "ext1": "", 

    "ext2": "", 

    "ext3": "", 

    "ext4": "", 

    "ext5": "", 

    "ext6": "", 

    "flowStatus": "", 

    "gljAddress": "", 

    "gljConcat": "", 

    "gljConcatPhone": "", 

    "gljPost": "", 

    "id": "", 

    "manageName": "", 

    "paperNum": "", 

    "paperNumSn": "", 

    "paperStatus": "", 

    "signDate": "", 

    "subjectName": "" 

   } 

  ], 

  "total": 0, 

  "totalPage": 0 

 }, 

 "msg": "" 

} 

9.9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接口请求参数应符合表 25 的要求，接口响应参数应符合表 26 的要求。 

表25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接口请求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1 Authorization token string true 

2 currentPage 请求页码 integer true 

3 endTime 数据更新结束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4 pageSize 每页显示多少条数据 默认10条 integer true 

5 startTime 数据更新开始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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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接口响应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 address 本局地址 string 

2 caseId 事件id string 

3 casePersonName 当事人名称 string 

4 contcat 联系人 string 

5 createDate 创建时间 string 

6 createDept 创建人部门 string 

7 createDeptId 创建人部门id string 

8 createGlj 创建管理局 string 

9 createGljId 创建管理局id string 

10 createJgj 创建监管局 string 

11 createJgjId 创建监管局id string 

12 createOrg 创建管理局显示名称 string 

13 createOrgCb 承办单位显示名称 string 

14 createUser 创建人 string 

15 createUserId 创建人id string 

16 dsrOrg 当事人组织 string 

17 dsrOrgId 当事人组织id string 

18 dsrParentOrg 当事人组织总公司 string 

19 dsrParentOrgId 当事人总公司id string 

20 ext1 事发时间 string 

21 ext2 违法行为 string 

22 ext3 违反的规定 string 

23 ext4 作出的处罚 string 

24 id 主键 string 

25 isRead 是否已读:0 未读 1 已读 string 

26 isReadParent 总公司是否已读:0 未读 1 已读 string 

27 paperNum 文书编号 string 

28 paperOrg 文书机构简称 string 

29 paperOrgId 文书机构简称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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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接口响应（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30 paperSn 文书流水号 string 

31 paperSnMax 文书流水号最大值 string 

32 paperYear 文书年份 string 

33 personApplyId 对应的申请书id string 

34 personId 对应的当事人id string 

35 personName 对应的当事人名称 string 

36 phone 联系电话 string 

37 post 邮政编码 string 

38 sendDate 下发时间 string 

39 sendUser 下发人 string 

40 sendUserId 下发人id string 

41 signDate 盖章时间 string 

42 signUser 盖章人 string 

43 signUserId 盖章人id string 

44 status 文书状态：0 草稿；1 已盖章；2 已下发 string 

45 tzOrg 听证组织机关 string 

46 updateDate 修改时间 string 

47 updateUser 修改人 string 

48 updateUserId 修改人id string 

 

示例： 

{"code": 0, 

 "data": { 

  "currentPage": 0, 

  "list": [ 

   { 

    "address": "", 

    "caseId": "", 

    "casePersonName": "", 

    "contcat": "", 

    "createDate": "", 

    "createDept": "", 

    "createDeptId": "", 

    "createGlj": "", 

    "createGljId": "", 

    "createJg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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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JgjId": "", 

    "createOrg": "", 

    "createOrgCb": "", 

    "createUser": "", 

    "createUserId": "", 

    "dsrOrg": "", 

    "dsrOrgId": "", 

    "dsrParentOrg": "", 

    "dsrParentOrgId": "", 

    "ext1": "", 

    "ext2": "", 

    "ext3": "", 

    "ext4": "", 

    "id": "", 

    "isRead": "", 

    "isReadParent": "", 

    "paperNum": "", 

    "paperOrg": "", 

    "paperOrgId": "", 

    "paperSn": "", 

    "paperSnMax": "", 

    "paperYear": "", 

    "personApplyId": "", 

    "personId": "", 

    "personName": "", 

    "phone": "", 

    "post": "", 

    "sendDate": "", 

    "sendUser": "", 

    "sendUserId": "", 

    "signDate": "", 

    "signUser": "", 

    "signUserId": "", 

    "status": "", 

    "tzOrg": "", 

    "updateDate": "", 

    "updateUser": "", 

    "updateUserId": "" 

   } 

  ], 

  "total": 0, 

  "totalPage": 0 

 }, 

 "msg": "" 

} 

 

9.10 行政处罚听证及延期申请书 

行政处罚听证及延期申请书接口请求参数应符合表 27 的要求，接口响应参数应符合表 28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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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行政处罚听证及延期申请书接口请求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1 Authorization token string true 

2 currentPage 请求页码 integer true 

3 endTime 数据更新结束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4 pageSize 每页显示多少条数据 默认10条   true 

5 startTime 数据更新开始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表28 行政处罚听证及延期申请书接口响应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 caseId 事件id string 

2 caseLawContent 违反的法律规范 string 

3 caseTitle 案件名称 string 

4 category 文书类型,0 听证申请书 1 听证延期申请书 string 

5 createDate 创建时间 string 

6 createType 创建人类型,0 当事人 1 局方 string 

7 createUser 创建人 string 

8 createUserId 创建人id string 

9 creditOrg 创建单位 string 

10 creditOrgId 创建单位id string 

11 dsrOrg 当事人组织 string 

12 dsrOrgId 当事人组织id,t_superviseor中的组织id string 

13 dsrParentOrg 当事人组织总公司 string 

14 dsrParentOrgId 当事人总公司id,t_superviseor中的组织id string 

15 id 主键 string 

16 isRead 是否已阅,0 未阅 1 已阅 string 

17 personId 对应的当事人id string 

18 personName 对应的当事人名称 string 

19 receiveOrg 接收组织id,管理局法规司 string 

20 receiveOrgId 接收组织id,管理局法规司 string 

21 status 
申请状态,0 草稿 1 提交 局方上传的默认为1 当事人上传的为

0 
string 

22 submitDate 提交时间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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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行政处罚听证及延期申请书接口响应（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23 submitUser 提交人 string 

24 submitUserId 提交人id string 

 

示例： 

 

 {"code": 0, 

 "data": { 

  "currentPage": 0, 

  "list": [ 

   { 

    "caseId": "", 

    "caseLawContent": "", 

    "caseTitle": "", 

    "category": "", 

    "createDate": "", 

    "createType": "", 

    "createUser": "", 

    "createUserId": "", 

    "creditOrg": "", 

    "creditOrgId": "", 

    "dsrOrg": "", 

    "dsrOrgId": "", 

    "dsrParentOrg": "", 

    "dsrParentOrgId": "", 

    "id": "", 

    "isRead": "", 

    "personId": "", 

    "personName": "", 

    "receiveOrg": "", 

    "receiveOrgId": "", 

    "status": "", 

    "submitDate": "", 

    "submitUser": "", 

    "submitUserId": "" 

   } 

  ], 

  "total": 0, 

  "totalPage": 0 

 }, 

 "msg": "" 

} 

9.11 严重失信行为信息陈述和申辩申请书 

严重失信行为信息陈述和申辩申请书接口请求参数应符合表 29 的要求，接口响应参数应符合表 30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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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严重失信行为信息陈述和申辩申请书接口请求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1 Authorization token string true 

2 currentPage 请求页码 integer true 

3 endTime 数据更新结束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4 pageSize 每页显示多少条数据 默认10条 integer true 

5 startTime 数据更新开始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表30 严重失信行为信息陈述和申辩申请书接口响应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 applyOrg 文书申请组织 string 

2 applyOrgCode 文书申请组织社信代码 string 

3 applyOrgId 文书申请组织id string 

4 applyPersonIdcard 文书申请人证件号码 string 

5 applyPersonName 文书申请组织申请人姓名 string 

6 applySubject 文书申请人类型 1-组织,2-个人 number 

7 caseTitle 严重失信行为信息 string 

8 category 
文书类型 申辩申请书-credit_paper_sbs 异议申请书

-credit_paper_yys 修复申请书-credit_paper_xfsqs 
string 

9 createTime 创建时间 string(date-time) 

10 createUserId 创建人id string 

11 createUserName 创建人 string 

12 creditId 失信事件id string 

13 creditInTime 记入时间 string(date-time) 

14 creditPaperId 文书id string 

15 detail 事实及理由 string 

16 id 主键id string 

17 orgCode 社会信用代码 string 

18 orgName 组织名称 string 

19 submitTime 提交日期 string(date-time) 

示例： 

 {"code": 0, 

 "data": { 

  "currentPag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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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 [ 

   { 

    "applyOrg": "", 

    "applyOrgCode": "", 

    "applyOrgId": "", 

    "applyPersonIdcard": "", 

    "applyPersonName": "", 

    "applySubject": 0, 

    "caseTitle": "", 

    "category": "", 

    "createTime": "", 

    "createUserId": "", 

    "createUserName": "", 

    "creditId": "", 

    "creditInTime": "", 

    "creditPaperId": "", 

    "detail": "", 

    "id": "", 

    "orgCode": "", 

    "orgName": "", 

    "submitTime": "" 

   } 

  ], 

  "total": 0, 

  "totalPage": 0 

 }, 

 "msg": "" 

} 

9.12 严重失信行为修复申请书 

严重失信行为修复申请书接口请求参数应符合表 31 的要求，接口响应参数应符合表 32 的要求。 

表31 严重失信行为修复申请书接口请求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1 Authorization token string true 

2 currentPage 请求页码 integer true 

3 endTime 数据更新结束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4 pageSize 每页显示多少条数据 默认10条 integer true 

5 startTime 数据更新开始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表32 严重失信行为修复申请书接口响应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 applyOrg 文书申请组织 string 

2 applyOrgCode 文书申请组织社信代码 string 

3 applyOrgId 文书申请组织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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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严重失信行为修复申请书接口响应（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4 applyPersonIdcard 文书申请人证件号码 string 

5 applyPersonName 文书申请组织申请人姓名 string 

6 applySubject 文书申请人类型 1-组织,2-个人 number 

7 caseTitle 严重失信行为信息 string 

8 category 
文书类型 申辩申请书-credit_paper_sbs 异议申请书

-credit_paper_yys 修复申请书-credit_paper_xfsqs 
string 

9 createTime 创建时间 string(date-time) 

10 createUserId 创建人id string 

11 createUserName 创建人 string 

12 creditId 失信事件id string 

13 creditInTime 记入时间 string(date-time) 

14 creditPaperId 文书id string 

15 detail 事实及理由 string 

16 id 主键id string 

17 orgCode 社会信用代码 string 

18 orgName 组织名称 string 

19 submitTime 提交日期 string(date-time) 

示例： 

 {"code": 0, 

 "data": { 

  "currentPage": 0, 

  "list": [ 

   { 

    "applyOrg": "", 

    "applyOrgCode": "", 

    "applyOrgId": "", 

    "applyPersonIdcard": "", 

    "applyPersonName": "", 

    "applySubject": 0, 

    "caseTitle": "", 

    "category": "", 

    "createTime": "", 

    "createUserId": "", 

    "createUserName": "", 

    "creditId": "", 

    "creditInTime": "", 

    "creditPaperId": "", 

    "detail": "",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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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Code": "", 

    "orgName": "", 

    "submitTime": "" 

   } 

  ], 

  "total": 0, 

  "totalPage": 0 

 }, 

 "msg": "" 

} 

9.13 严重失信行为移除申请书 

严重失信行为移除申请书接口请求参数应符合表 33 的要求，接口响应参数应符合表 34 的要求。 

表33 严重失信行为移除申请书接口请求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1 Authorization token string true 

2 currentPage 请求页码 integer true 

3 endTime 数据更新结束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4 pageSize 每页显示多少条数据 默认10条 integer true 

5 startTime 数据更新开始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表34 严重失信行为移除申请书接口响应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 applyOrg 文书申请组织 string 

2 applyOrgCode 文书申请组织社信代码 string 

3 applyOrgId 文书申请组织id string 

4 applyPersonIdcard 文书申请人证件号码 string 

5 applyPersonName 文书申请组织申请人姓名 string 

6 applySubject 文书申请人类型 1-组织,2-个人 number 

7 caseTitle 严重失信行为信息 string 

8 category 
文书类型 申辩申请书-credit_paper_sbs 异议申请书

-credit_paper_yys 修复申请书-credit_paper_xfsqs 
string 

9 createTime 创建时间 string(date-time) 

10 createUserId 创建人id string 

11 createUserName 创建人 string 

12 creditId 失信事件id string 

13 creditInTime 记入时间 string(da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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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严重失信行为移除申请书接口响应（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4 creditPaperId 文书id string 

15 detail 事实及理由 string 

16 id 主键id string 

17 orgCode 社会信用代码 string 

18 orgName 组织名称 string 

19 submitTime 提交日期 string(date-time) 

示例： 

{ 

 "code": 0, 

 "data": { 

  "currentPage": 0, 

  "list": [ 

   { 

    "applyOrg": "", 

    "applyOrgCode": "", 

    "applyOrgId": "", 

    "applyPersonIdcard": "", 

    "applyPersonName": "", 

    "applySubject": 0, 

    "caseTitle": "", 

    "category": "", 

    "createTime": "", 

    "createUserId": "", 

    "createUserName": "", 

    "creditId": "", 

    "creditInTime": "", 

    "creditPaperId": "", 

    "detail": "", 

    "id": "", 

    "orgCode": "", 

    "orgName": "", 

    "submitTime": "" 

   } 

  ], 

  "total": 0, 

  "totalPage": 0 

 }, 

 "msg": "" 

} 

9.14 严重失信行为异议申请书 

严重失信行为异议申请书接口请求参数应符合表 35 的要求，接口响应参数应符合表 36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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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严重失信行为异议申请书接口请求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1 Authorization token string true 

2 currentPage 请求页码 integer true 

3 endTime 数据更新结束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4 pageSize 每页显示多少条数据 默认10条 integer true 

5 startTime 数据更新开始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表36 严重失信行为异议申请书接口响应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 applyOrg 文书申请组织 string 

2 applyOrgCode 文书申请组织社信代码 string 

3 applyOrgId 文书申请组织id string 

4 applyPersonIdcard 文书申请人证件号码 string 

5 applyPersonName 文书申请组织申请人姓名 string 

6 applySubject 文书申请人类型 1-组织,2-个人 number 

7 caseTitle 严重失信行为信息 string 

8 category 
文书类型 申辩申请书-credit_paper_sbs 异议申请书

-credit_paper_yys 修复申请书-credit_paper_xfsqs 
string 

9 createTime 创建时间 string(date-time) 

10 createUserId 创建人id string 

11 createUserName 创建人 string 

12 creditId 失信事件id string 

13 creditInTime 记入时间 string(date-time) 

14 creditPaperId 文书id string 

15 detail 事实及理由 string 

16 id 主键id string 

17 orgCode 社会信用代码 string 

18 orgName 组织名称 string 

19 submitTime 提交日期 string(da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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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code": 0, 

 "data": { 

  "currentPage": 0, 

  "list": [ 

   { 

    "applyOrg": "", 

    "applyOrgCode": "", 

    "applyOrgId": "", 

    "applyPersonIdcard": "", 

    "applyPersonName": "", 

    "applySubject": 0, 

    "caseTitle": "", 

    "category": "", 

    "createTime": "", 

    "createUserId": "", 

    "createUserName": "", 

    "creditId": "", 

    "creditInTime": "", 

    "creditPaperId": "", 

    "detail": "", 

    "id": "", 

    "orgCode": "", 

    "orgName": "", 

    "submitTime": "" 

   } 

  ], 

  "total": 0, 

  "totalPage": 0 

 }, 

 "msg": "" 

} 

9.15 整改反馈 

整改反馈接口请求参数应符合表 37 的要求，接口响应参数应符合表 38 的要求。 

表37 整改反馈接口请求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1 Authorization token string true 

2 currentPage 请求页码 integer true 

3 endTime 数据更新结束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4 pageSize 每页显示多少条数据 默认10条 integer true 

5 startTime 数据更新开始时间: YYYY-MM-DD string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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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整改反馈接口响应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1 fbrq 发布日期 string(date-time) 

2 feedBackItems 整改反馈项 array 

3 fhxcs 符合性措施 string 

4 fkdId 反馈单ID string 

5 hfnr 回复内容 string 

6 id 整改反馈子项ID string 

7 jhwcrq 计划完成日期 string(date-time) 

8 qksm1 完成情况说明 string 

9 qksm2 计划完成说明 string 

10 qtyy 其他原因 string 

11 sfyx 是否有效：1：是，0：否 integer(int32) 

12 tjr 提交人 string 

13 tjsj 提交时间 string(date-time) 

14 wcqkId 完成情况,1：已完成,2-计划完成 integer(int32) 

15 wcrq 完成日期 string(date-time) 

16 wtclId 通知书ID string 

17 wtclzxId 通知书子项ID string 

18 xgr 修改人 string 

19 xgsj 修改时间 string(date-time) 

20 xtyy 系统原因 string 

21 yfxcs 预防性措施 string 

22 zjyy 直接原因 string 

23 zt 状态: 废弃了，以主表状态为准 integer(int32) 

24 id 主键 string 

25 jcdxId 行政相对人ID string 

27 sfth 是否退回：0-否，1-是 integer(int32) 

28 spsj 审批时间 string(date-time) 

29 sxh 顺序号 integer(int32) 

30 thyy 退回原因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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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整改反馈接口响应（续） 

编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类型 

31 tjr 提交人 string 

32 tjsj 提交时间 string(date-time) 

33 wtclId 整改通知书ID string 

34 xgr 修改人 string 

35 xgsj 修改时间 string(date-time) 

36 zt 状态：1：草稿，9：已提交 integer(int32) 

示例： 

 {"code": 0, 

 "data": { 

  "currentPage": 0, 

  "list": [ 

   { 

    "fbrq": "", 

    "feedBackItems": [ 

     { 

      "fhxcs": "", 

      "fkdId": "943537B9B4F846B8A329DBEEB8830B91", 

      "hfnr": "", 

      "id": "1791A04B03E944599BA1601128DFCD85", 

      "jhwcrq": "2021-09-30 00:00:00", 

      "qksm1": "", 

      "qksm2": "", 

      "qtyy": "", 

      "sfyx": 1, 

      "tjr": "gfaqzlb", 

      "tjsj": "2021-06-18 15:59:03", 

      "wcqkId": 2, 

      "wcrq": "", 

      "wtclId": "B1F1D69F0C104446B0035AF0DB961550", 

      "wtclzxId": "DBD9D21CA6C740E6B84BBBFD4BEA7A41", 

      "xgr": "gfaqzlb", 

      "xgsj": "2021-06-18 16:13:56", 

      "xtyy": "", 

      "yfxcs": "", 

      "zjyy": "", 

      "zt": 1 

     } 

    ], 

    "id": "943537B9B4F846B8A329DBEEB8830B91", 

    "jcdxId": "5F04525309F64D1790F85846C62A9C82", 

    "sfsp": 9, 

    "sfth": 0, 

    "spsj": "", 

    "sxh": 1, 

    "thyy": "", 

    "tjr": "gfaqz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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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sj": "2021-06-18 15:33:23", 

    "wtclId": "B1F1D69F0C104446B0035AF0DB961550", 

    "xgr": "gfaqzlb", 

    "xgsj": "2021-06-18 16:13:57", 

    "zt": 9 

   } 

  ], 

  "total": 1, 

  "totalPage": 1 

 }, 

 "m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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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格式 

A.1 约束条件 

约束条件用于说明一个数据项在数据交换中的可选性，该字段包括如下值： 

——｛1｝：必选，该数据项必须出现； 

——｛0,1｝：可以为空，或出现一次； 

——｛0,n｝：可以为空，也可以出现多次； 

——｛1,n｝：至少出现一次，可以出现多次。 

A.2 时间 

除非特别注明，所有时间均指北京时间。 

A.3 数据项长度 

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所有数据项长度值均为最大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