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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blem of establishing evaluation system on regional credit system maturity. It analy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redit system and establishes the principle of regional credit system maturity assessmen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nature of the
agency, then establishes evaluation system of regional credit system maturity by analyzing the
composition of credit and reporting industry framework and operation process, which provides
the indicators to explore the regional credit system development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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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以区域为特征的征信体系成熟度评估指标体系设立问题。分析我国征信体系基本特征，根据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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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性质差异，建立了区域征信体系成熟度评价原则；通过分析征信业的组成框架以及运行流程，构
建了区域征信体系成熟度评价体系，为发掘区域征信体系发展问题提供指标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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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征信是专业化的、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为个人或企业建立信用档案，依法采集、客观记录其信用信息，
并依法对外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一种活动。征信体系是由与征信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机构组织、市场
运作、文化宣传等共同组成的一个系统整体。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部分，征信体系建设直接影
响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相较于美国日本等国外地区，中国征信业起步晚，发展相对落后。目前，对征
信体系的研究主要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做理论性的分析，郑良芳[1]对比国外两大征信模式对中国
征信体系的建设提出了经验性的建议，石晓军[2]引用金融体系的“功能–结构”思想将征信体系划分为
四种功能模式并提出相应的功能性评价指标，邱峰艳[3]分析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等
问题，并对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征信体系建设提出建议，田志红[4]结合当前的国内外征信水平及国际环
境，说明了我国建立一个标准化信用征信体系的重要性，徐淑芳[5]借鉴国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
征信业的经验，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为我国建立征信体系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提出几点启示，林钧跃，
方向军[6]依据社会信用体系理论和企业信用管理理论，提出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测度一个城市的市
场信用交易环境优劣，反映一个城市的信用体系完善程度和运行效果，孙亚，唐友伟[7]对当前建设个人
和企业征信体系所面临的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并对建立健全征信体系提出若干对策及建议。从现有研究
来看，成果集中在征信体系的模式、框架、体系和国内外的对比分析方面，较少涉及征信体系建设的成
熟度评价，定量比较分析尚不多见，没有从区域的视角进行分析和评价。由于面对不同的背景和基础，
我国各地区征信业的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征信体系建设成熟度参差不齐，通过对区域征信体系的对比研
究，可以发现征信体系在不同环境下的发展规律，从而为制定适宜我国国情的征信体系的发展路线提供
依据。同时，由于地域间的较大差异性，研究过程中排除区域间的相同影响因素而着重在于研究地域间
的不同成分。本文基于对征信体系的已有理论研究，建立评价征信体系成熟度的指标体系，以通过该体
系对国内不同地区征信体系的发展做出更加全面科学的评价，发现地区征信体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 区域征信成熟度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成熟度的概念最先由软件系统测评提出，是一种用于评价软件承包能力并帮助其改善软件质量的方
法，侧重于软件开发过程的管理及工程能力的提高与评估，本文的区域征信体系建设成熟度，是指国内
各地区征信体系建设的完善程度，着重于对征信体系的建设过程的评估。在测评方法方面，本文对征信
体系成熟度的评价，先通过对征信体系的组成框架的研究确认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再由此细分二
级三级指标及其测定标准。区域征信成熟度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综合考虑了以下指标体系构建原
则：
(1) 系统性原则。将区域征信体系作为一个在区域政治经济市场环境中生产征信产品并提供征信服务
的系统，以参与其中的每个角色为子系统，同时综合子系统所处的市场环境对征信体系进行评价，每一
个子系统由一组指标构成，各指标之间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
(2) 典型性原则。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典型代表性，尽可能准确反映出各子系统的特征，从而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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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体系的评价提供可靠依据。例如在征信机构评估模块，从征信机构构成的典型特征来构建评价指标，
如征信机构的规模、硬实力与软实力等方面。
(3) 简明科学性原则。各指标体系的设计及评价指标的选择以科学性为原则，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征信
体系发展状况。各评价指标不过多过细，避免相互重叠，且不能过少过简，避免指标信息遗漏。例如在
法律法规评价模块，仅从数量和覆盖范围两个方面包含了该模块主要特征。
(4) 可操作原则。在指标选择上，应注意考虑该评价体系的重在比较各区域的征信体系的发展状况，
避开区域间共同的不可比因素，例如在征信机构的评价中，排除了各地域所共有的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的
影响，从而筛选出能突出区域间对比的指标。
(5) 综合性原则。以征信机构–征信产品–征信客户为逻辑链将指标联系在一起，同时综合考虑该逻
辑链所处的市场环境，从各方面综合评价区域征信体系。并且在逻辑链的每一环节进一步综合考量该环
节所涉及地影响因素以全面科学地构建出评价体系。

3. 区域征信体系建设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征信是征信机构通过收集整理个人、企业以及政府各方的信用信息，并进行评级归纳形成征信产品，
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为所需要的人提供征信服务。征信体系的运行与一般产业的市场体系有诸多相似之
处，若以征信产品为中心，可将整个征信体系划分为三大模块，一是提供征信产品的征信机构，二是接
受征信服务的顾客，三是容纳征信产品流通的征信市场环境。构建区域征信体系的评价体系需先从整体
的角度出发，以涵盖征信体系所有内容的三大模块着手建立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图 1)。
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分别为征信机构成熟度、征信市场完善度以及征信顾客满意度。其中，征信机
构成熟度考察区域征信机构是否具备提供良好征信产品的条件，征信市场完善度考察区域是否具备供征
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而征信顾客满意度则是从顾客的视角考察征信产品质量以及征信的人文环境质量。
(1) 征信机构模块的评估指标
国际征信体系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欧洲国家为主的公共征信模式，主要由国家主导，一类是
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私营征信模式，主要是以私营征信企业为主导。我国的征信模式是以公共征信为
主，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承担主要作用，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区域征信机构也日益占据一定
的地位，尤其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而征信机构的性质的不同决定其对应的征信市场发展机制存在较大
差异，不可以笼统地归并在一起评价。因此，征信机构成熟度是指除了央行系统之外的区域征信机构的
成熟度。
私营征信机构性质与普通企业性质一致，对企业最直观的评价即对其盈利性的评价，但由于我国各

Figure 1. Frame of credit system
图 1. 征信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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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场化的征信机构正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大型征信机构屈指可数，若从利润角度评价，一方面数据难
以获取，另一方面数据难以统一整合。因此，对征信机构的评价主要以机构是否具备生成质量优良的征
信产品为准。评价征信机构，一般可以从征信机构规模、人力资源质量、信用数据库规模、征信产品使
用量等方面开展。
征信机构规模：征信机构规模可由区域内征信机构的数量和可提供的征信产品和服务范围测度，征
信机构达到一定规模，征信体系内征信活动才有一定的活跃度。
人力资源质量：人是行业发展的主力，征信机构人力资源的质量越好，区域征信业发展实力越强。
人力资源质量可由征信行业从业人员数量和其中受专业培训人次测度。
信用数据库规模：信用数据库是征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和企
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组成，是反映征信质量的硬件指标。信用数据库的规模越大，表明相关地区征信业发
展越好。信用数据库规模可通过数据库档案数量、数据库涉及领域数量和数据库包含项目数量测度，这
三个指标分别从数量总量、覆盖范围、以及信息完备程度三个维度测评数据库建设状况。
(2) 征信环境模块指标
征信环境指征信机构与信用信息使用者发生共处且发生相互联系的行业环境，良好的征信环境能使
征信活动有序且高效地进行。与其他行业体系不同，征信体系活动的主体是信用信息，若区域内没有完
善的监管体系，信息的不公平交易会造成行业内秩序混乱而影响区域征信体系的发展。因此，对于征信
环境的评价重点在于对区域征信监管体系的评价。此外，区域公民是否具有良好的征信意识也是影响征
信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若公民的征信意识强，则能打开征信产品的市场，并使征信体系的发展有群众
基础。
在对征信体系的监管方面，首先需要法律法规的约束规范，其次是相关监管者的监管力度，一方面
主要是政府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是行业的自律，主要依靠区域性征信组织如征信协会等。在法律法规上，
我国于 2009 年 10 月 13 日全文公布《征信业管理条例》，并一直在不断完善，条例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国务院第 228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13 年 3 月 15 日起施。区域政府也依据当地情况颁布实施不同的
管理条例，比如，2007 年 11 月 1 日，《江苏省个人信用征信管理暂行办法》和《江苏省企业信用征信
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2012 年 9 月 7 日起，湖南省长沙市实行《长沙市信用征信管理办法》等。由
于区域征信体系的发展环境主要在区域政府的监管下，因而评价是只考虑区域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评
价征信环境，一般可以从法律法规完善度、行业标准化程度、政府监管力度、区域行业自律性、公民征
信意识等方面开展。
法律法规完善度：整个征信行业依靠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发展运行。健康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规
范了征信市场，为征信服务的开展提供良好环境。法律法规完善度从法律法规数量及涉及的领域数量测
度。
行业标准化程度：征信行业的征信技术和信用服务的标准应一致化，行业标准一致化可以减少信征
信产品信息及其格式等的差异，方便于在区域间交流。因此行业标准化程度是评价征信体系的一个重要
因素，标准化是征信产品走向更大市场的重要前提。
政府监管力度：我国征信体系的正常运行由统一规范的征信监管体系保证。政府对征信机构及环境
的监管力度越强，社会中的征信行为越规范，有助于整个征信体系向成熟发展。
区域行业自律性：征信行业的发展除了需要完善的监管体系，征信行业的自律性也是决定其健康发
展的重要因素，区域行业自律性越高，征信机构的公信力越强。区域行业的自律行为主要由区域行业协
会完成。区域行业的自律性可以通过协会及其他行业内征信组织的数量以及举办活动(例如协会交流会议
等) 的数量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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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征信意识：公民作为整个征信体系中的一部分，其征信意识也影响征信环境的构建程度。良好
自觉的公民征信意识有助于创建公正健康的征信环境。公民征信意识不便直接测度，可以通过征信知识
宣传活动数量和征信网站建设质量两个方面从侧面反映。
(3) 征信顾客模块二级指标
该模块与征信机构模块所评价的标准核心是一致的，即为征信产品的质量。征信机构模块是从征信
产品的制造者的角度评价，而征信顾客模块则是从征信产品的使用者的角度评价，即顾客满意度。顾客
满意度主要可以通过顾客的反馈情况体现，“投诉”的总数越多则说明产品质量越差。评价征信顾客，
一般可以从征信产品使用量、顾客反馈情况等方面开展。
征信产品使用量：评价一个产品质量的好坏，可以通过产品的使用量来判断，征信产品的使用量越
多，顾客对征信产品的满意度越高，整个征信行业发展的越成熟。征信产品使用量由信息日查询次数和
查询系统用户数量组成。
顾客反馈情况：顾客反馈情况主要由顾客投诉人次数测度。通过解决公众提出的相关反馈内容可以
减少投诉人次比，进一步提高公众满意度，征信业的发展也更加成熟。
由以上分析，可得出区域征信体系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 1。
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of regional credit system maturity
表 1. 区域征信体系成熟度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测评要点

征信机构数量

统计国内区域平均机构数并以此为标准，各区域按与其
差额大小分数量等级

征信服务种类数量

征信服务包括信用评级、报告查询等，种类数量即涉及
业务范围

征信从业人员数量

以征信机构中负责与征信业务相关的工作人员数量为
准

征信人员培训次数

以征信机构或者区域组织协会举办的培训活动为准

数据库档案数量

档案包含个人与企业类，以总户数为准

数据库涉及领域数量

数据库档案涉及金融业、农业、工业企业及个人，领域
覆盖数从该角度划定

数据库包含项目数量

以数据库存储的用户信用信息中包含的信息种类数为
准

法律法规数量

以十年内各区域政府颁布制定的法律法规为准

管理条例涉及领域数量

按农业、工业、金融服务业等角度划分领域
以信用报告中信用信息来源的规范一致性为准，例如信
用评级标准等

征信机构规模

征信机构
成熟度

人力资源质量

信用数据库
规模

法律法规
完善度
行业标准化
程度
征信环境完
善度

政府监管力度
区域行业
自律性
公民征信意识
征信产品
使用量

征信顾客满
意度

顾客反馈
情况

征信技术标准一致性
信用服务标准一致性

以信用报告的形式规范及包含内容的一致性为准

政府处理违规案件效率

以政府受理征信违规案例的记录为依据

政府市场考察活动数量

以报道年鉴中涉及政府监察活动为依据

区域行业协会组织数量

以各区域行业自发组织并有组织规范的组织为准

区域行业协会组织活动数量

以行业协会组织的有半数以上会员参与的活动为准

征信知识宣传活动数量

以政府、征信机构举办的各类宣传活动为准

征信网站建设质量

从征信网站的访问流量为依据

信息日查询人次

以各区域内征信信息系统查询流量为准

查询系统用户数量

以各征信信息系统注册并有使用记录的用户数为准

顾客投诉人次比

以各机构记录的投诉案例处理数量为依据

征信系统出错率

以各机构记录的系统出错及维护次数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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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建立以区域视角的征信体系建设成熟度评估模型，与现有文献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以征信产品为中心分解征信体系框架建立评价模块。本文以征信产品的生产、流通、反馈这一流
程为核心，分析整个征信体系的运作，从而将区域征信体系分为征信机构、征信顾客、征信环境三大模
块分别评估，避免指标间的交叉重合。
(2) 排除区域间相同因素的影响突显区域间差异。本文在指标构建过程中将区域间共有的影响因素例
如中国人民银行在各地分行的作用、《征信业管理条例》对全国范围征信业的管制等排除，减少评估中
共同因素对最终研究目的的影响。
(3) 定性与定量指标相结合。征信行业在我国发展较晚，各方面数据完善程度不一致，针对不同的评
价模块，以定量指标为主，辅以定性指标，更全面包含必需评价内容，避免指标遗漏而造成评价结果缺
乏可信度。

4. 结束语
我国征信体系的发展开始步入正轨，虽然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但可以在央行主导私营共存的情况
下，以国家背景为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的征信体系并逐步成熟发展。本文以征信体系运作框架为基准分
解征信体系，并逐层构建出征信体系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为评价区域征信体系的建设状况
提供依据，根据指标体系可多维度综合测评区域征信体系并且可以通过区域间评价结果的对比发现区域
征信体系建设存在的差异，在区域征信体系的对比上还可以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下一步的研究是基于广
泛的社会调研，提出成熟度的标准并基于特定区域的现状，研究改进方案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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