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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国家平台正常运行，需对各省上报数据进行校验。因考

虑各省根据数据规范进行系统改造需要一段时间，故在首批校验字段

的基础上挑选了部分重要字段作为二批校验字段。

重点校验字段：

 首批校验字段：

 数据及时性计算字段：

 二批校验字段：

以上字段是保证国家平台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字段，除了字符

型字段长度上不做强制要求需尽量满足规范要求外，其他完全执行规

范要求。如果字段为非必填项可不填。

非重点校验字段

不属于以上三类的字段属于非重点校验字段，校验要求相对宽

松一些。字符型字段长度不做强制要求；必填项不做强制要求；日期

型、数值型、有值域要求的数据字典型可以不必填，但如果要填就必

须准守规范要求，填写指定类型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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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数据集

1.1 项目及公告

1.1.1项目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编号 PROJECT_CODE 字符型 C17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

附录 B.3.2 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一个项目可

能包括多个

招标项目

项目名称 PROJECT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项目所在行政区域代

码
REGION_CODE 字符型 C6

采用 GB/T 2260-2007《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的市级

代码

是 社会公开

投资项目统一代码
INVEST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4

参考审批监管平台投资项目信

息共享规范。代码长度：24 位，

代码格式：年份代码-地区（部

门）代码-行业代码-项目类型代

码-流水号

是 社会公开

与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监

管平台中的

项目进行关

联

项目地址 ADDRESS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项目法人 LEGAL_PERSON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项目行业分类 INDUSTRIES_TYPE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4754-2011《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取 1 位行业门类

字母码+2 位大类数字码

是 社会公开

资金来源 FUND_SOURCE 字符型 C..10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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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出资比例 CONTRIBUTION_SCALE 字符型 C..10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项目规模 PROJECT_SCALE 字符型 C..10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联系人 CONTACTOR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联系方式
CONTACT_INFORMATIO

N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项目审批文件名称 APPROVAL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项目审批文号 APPROVAL_NUMBER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项目审批单位 APPROVAL_AUTHORITY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项目建立时间 CREATE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1.1.2招标项目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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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编号 PROJECT_CODE 字符型 C17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

附录 B.3.2 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招标项目编号
TENDER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

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否 政务公开

如果招标项

目不包含标

段（包），此

项为必填。

招标项目名称
TENDER_PROJECT_NAM

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招标项目类型
TENDER_PROJECT_TYP

E
字符型 C3

参考公共资源交易分类 4.3 分

类类目表
是 社会公开

招标项目所在行政区

域代码
REGION_CODE 字符型 C6

采用 GB/T 2260-2007《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的市级

代码

是 社会公开

招标内容与范围及招

标方案说明
TENDER_CONTEN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项目业主名称 OWNER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招标人名称 TENDERER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招标人类别 TENDERER_CODE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 11.4.7 主体类别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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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人代码 TENDERER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社会公开

招标人角色 TENDERER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体

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 TENDER_AGENCY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如非自

行招标）
社会公开

招标代理机构类别
TENDER_AGENCY_CODE

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 11.4.7 主体类别

是（如非自

行招标） 社会公开

招标代理机构代码 TENDER_AGENC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如非自

行招标）
社会公开

招标代理机构角色 TENDER_AGENCY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体

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招标方式 TENDER_MODE 字符型 C1 参考 5.9.1 招标方式 是 社会公开

招标组织形式
TENDER_ORGANIZE_FO

RM
字符型 C1 参考 5.9.2 招标组织形式代码 是 社会公开

招标项目建立时间 CREATE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交易平台完

成项目入场

登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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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监督部门名称
SUPERVISE_DEPT_NAM

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监督部门代码 SUPERVISE_DEP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否 社会公开

审核部门名称 APPROVE_DEPT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审核部门代码 APPROVE_DEP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否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1.1.3标段（包）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项目编号
TENDER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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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

附录 B.3.5 标段（包）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名称 BID_SECTION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标段（包）内容
BID_SECTION_CONTEN

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分类代码
TENDER_PROJECT_CLA

SSIFY_CODE
字符型 C7 参考 5.9.7 标段（包）分类代码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合同估算价
CONTRACT_RECKON_PR

ICE
数值型 N..20,6 否 社会公开

如果填写金

额，则必须填

写金额单位

标段合同估算价币种

代码
CURRENCY_CODE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货

币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码，例

如，人民币是 156

否 社会公开

标段合同估算价单位 PRICE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 否 社会公开

投标人资格条件 BID_QUALIFICATION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计划开工日期 BEGIN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否 社会公开

工期 LIMITE_TIME 数值型 N..5 否 社会公开
数字校验

(单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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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标段(包)建立时间 CREATE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1.1.4招标公告与资格预审公告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项目编号
TENDER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

的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相关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S 字符型 C..ul
由多个标段（包）编号组成，

半角分号隔开
否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S 字符型 C..ul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由多个统一交易标识码组

成，半角分号隔开

是 政务公开

公告标题 NOTICE_NAME 字符型 C..600 是 社会公开

公告内容 NOTICE_CONTEN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应包括标段（包）

名称、标段（包）编号及投标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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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资格等信息

公告发布时间 NOTICE_SEND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公告发布媒体 NOTICE_MEDIA 字符型 C..1000 多个以半角分号分割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交易平台中该公告的 url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性质 NOTICE_NATURE 字符型 C1 参考 5.9.3 公告性质 是 社会公开

公告类型 BULLETIN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 5.9.4 公告类型 是 社会公开

招标文件/资格预审

文件获取时间
DOC_GET_START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招标文件/资格预审

文件获取截至时间
DOC_GET_END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招标文件/资格预审

文件获取方法

TENDER_DOC_GET_MET

HOD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投标文件/资格预审

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

间

BID_DOC_REFER_END_

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开标时间 BID_OPEN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如果填写，需

要在文件递

交截止时间

之后

文件售价 DOC_PRICE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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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文件售价币种 DOC_PRICE_CURRENCY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货

币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码，

例如，人民币是 156

否 社会公开

文件售价单位 DOC_PRICE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 是 社会公开

投标文件/资格预审

申请文件递交方法

BID_DOC_REFER_METH

OD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是否允许联合体投标 SYNDICATED_FLAG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2 是否 是 社会公开

公告发布责任人 BULLETIN_DUTY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招标代理或

招标人项目

负责人

交易平台验证责任人
BULLETIN_DUTY_CODE

_TYP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交易平台验

证通过确定

责任人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

成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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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澄清与修改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项目编号 TENDER_PROJECT_COD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

的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

的附录 B.3.5 标段（包）编号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S 字符型 C40 参考3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案 是 政务公开

文件编号 DOC_NO 字符型 C26
参考5.9.12资格预审文件/招标

文件/澄清与修改文件编号
否 社会公开

文件名称 DOC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投标资格 BID_QUALIFICATION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BID_DOC_REFER_END_T

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投标有效期 VALID_PERIOD 数值型 N..5 是 社会公开 单位:天

投标文件递交方法
BID_DOC_REFER_METHO

D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投标保证金缴纳方式 MARGIN_PAY_TYPE 字符型 C..10
参考 5.9.8 保证金递交方式，多

个方式时以半角分号分隔
是 社会公开

投标保证金金额 MARGIN_AMOUNT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投标保证金币种代码 MARGIN_CURRENCY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货

币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码，例
否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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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如，人民币是 156

投标保证金单位 MARGIN_AMOUNT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 是 社会公开

控制价（最高限价）（如

有）
CONTROL_PRICE 数值型 N..20,6 否 社会公开

控制价币种代码（如有）
CONTROL_PRICE_CURRE

NCY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货

币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码，例

如，人民币是 156

否 社会公开

控制价单位（如有） CONTROL_PRICE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 否 社会公开

评标办法 EVALUATING_METHOD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开标时间 BID_OPEN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开标地点 BID_OPEN_PLAC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开标方式 BID_OPEN_TYPE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资格审查方式 QUAL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 5.9.9 资审方式 是 社会公开

答疑澄清时间 CLARIFY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否 社会公开

是否延期 IS_POSTPONE 字符型 C1 参考 15.2 是否 是 社会公开

延期后开标时间 POST_OPEN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否 社会公开

延期后开标地点 POST_OPEN_ADDRESS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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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对文件澄清与修改的主

要内容
CLARIFY_CONTEN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递交时间 SUBMIT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文件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交易平台中该文件发布的 url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注: 多次澄清与修改以多条记录形式交换

1.1.6投标邀请书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

的附录 B.3.5 标段（包）编号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3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案 是 政务公开

投标资格 BID_QUALIFICATION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投标人名称 BIDDER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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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投标人类别 BIDDER_CODE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体

类别
是 社会公开

投标人代码 BIDDER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号码》

是 社会公开

投标人角色 BIDDER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体

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

件获取时间
TENDER_DOC_GET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社会公开

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

件获取方法

TENDER_DOC_GET_METH

OD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投标文件/资审申请文

件递交截止时间

BID_DOC_REFER_END_T

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社会公开

投标文件/资审申请文

件递交方法

BID_DOC_REFER_METHO

D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回复截止时间 BID_INVITE_END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社会公开

投标邀请发出时间
BID_INVITE_ISSUE_TI

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

规则》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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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

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1.2 开标

1.2.1开标记录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项目编号
TENDER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

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相关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S 字符型 C..ul
由多个标段（包）编号组成，半

角分号隔开
是 社会公开

相关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S 字符型 C..ul
由多个统一交易标识码组成，半

角分号隔开
是 政务公开

开标记录标题 NOTICE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开标参与人 BID_OPENING_ACTOR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开标记录内容
BID_OPENING_CONTEN

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包括投标人名称、报

价、工期（交货期）、投标保证

金额、投标文件递交时间等招标

文件所规定的唱标内容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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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开标地点
BID_OPENING_ADDRES

S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开标时间 BID_OPENING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是 社会公开

开标记录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交易平台中该开标记录发布的

url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1.2.2投标人名单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项目编号
TENDER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

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

附录 B.3.5 标段（包）编号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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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投标人名称 BIDDER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投标人类别 BIDDER_CODE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体

类别
是 社会公开

投标人代码 BIDDER_ORG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号

码》

是 社会公开

投标人角色 BIDDER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体

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投标单位项目负责人 BID_MANAGER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标书下载时间
BID_DOC_DOWNLOAD_TI

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社会公开

保证金递交方式 MARGIN_PAY_FORM 字符型 C1 参考 5.9.8 保证金缴纳方式 是 社会公开

保证金递交时间 MARGIN_RECEIVE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社会公开

联合体名称（如有）
UNION_ENTERPRISE_NA

ME
字符型 C..1000 多个以半角分号分隔 否 社会公开

联合体组织机构代码

证（联合体招标时填

写）

UNION_ORGAN_SET_COD

E
字符型

C..500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或

否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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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号

码》，多个以半角分号分隔

联合体联系人（如有） UNION_CONTACT_NAME 字符型 C..3000 多个以半角分号分隔 否 社会公开

联合体联系电话（如

有）
UNION_CONTACT_PHONE 字符型 C..2000 多个以半角分号分隔 否 政务公开

投标人信息版本 BIDDER_INFO_VERSION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否 政务公开

投标报价金额 BID_PRICE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投标报价币种 PRICE_CURRENCY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货

币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码，例

如，人民币是 156

否 社会公开

投标报价单位 PRICE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 是 社会公开

投标工期 TIME_LIMIT 数值型 N..4 否 社会公开
数字校验

（单位：天）

投标文件递交时间 CHECKIN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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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注： 此表不计算数据及时性。

1.3 评标

1.3.1评标专家

名称 英文名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项目编号
TENDER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

的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

的附录 B.3.5 标段（包）编号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专家类别 EXPERT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 5.9.14 专家类别 是 政务公开

专家姓名 EXPERT_NAM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专家身份证件号 ID_CARD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专家身份证件类型 ID_CARD_TYPE 字符型 C2
参考通用编码 15.1 专家身份证

件类型代码
是 政务公开

专家签到时间
EXPERT_CHECK_IN_TI

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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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是否为评标组长 IS_CHAIR_MAN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2 是否代码 是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1.3.2评标报告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项目编号
TENDER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

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

附录 B.3.5 标段（包）编号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评标报告标题 NOTICE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评标报告正文 EVALUATION_CONTENT 字符型 C..ul

包含中标候选人名称及排名、投

标价格、评分结果或评标价格、

中标价格等内容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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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 公开范围 备注

评标报告提交时间 SUBMIT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评标结束时间 END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评标结果 EVALUATION_RESULT 字符型 C1 参考 5.9.5 评标结果 是 社会公开

报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交易平台中该报告发布的 url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1.3.3中标候选人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项目编号
TENDER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

的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

的附录 B.3.5 标段（包）编号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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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 公开范围 备注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中标候选人名称 WIN_CANDIDATE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中标候选人类别 BIDDER_CODE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体

类别
是 社会公开

中标候选人代码 WIN_CANDIDATE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号

码》

是 社会公开

中标候选人角色 BIDDER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体

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中标候选人排名
WIN_CANDIDATE_ORDE

R
数值型 N..10 是 社会公开

是否采用下浮率 IS_FLOAT_RATE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2 是否代码 是 政务公开

评分结果 EVALUATION_RESUL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投标价格 BID_PRICE 数值型 N..20,6 是 政务公开

如果填写报

价金额，则必

须填写单位

评标价格 EVALUATION_PRICE 数值型 N..20,6 是 政务公开

中标价格 WIN_PRICE 数值型 N..20,6 是 政务公开

价格币种代码 PRICE_CURRENCY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货

币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码，例

如，人民币是 156

是 政务公开

价格单位 PRICE_UIN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代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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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 公开范围 备注

码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注：每个中标候选人都应在此表中对应一条独立的数据记录。

注： 此表不计算数据及时性。

1.4 中标

1.4.1中标候选人公示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项目编号
TENDER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

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相关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S 字符型 C..ul
由多个标段（包）编号组成，半

角分号隔开
是 社会公开

相关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ul
由多个统一交易标识码组成，半

角分号隔开
是 政务公开

公示标题 PUBLICITY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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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公示内容 PUBLICITY_CONTEN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多个中标候选人一并

显示
是 社会公开

公示提交时间
PUBLICITY_REFER_TI

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是 社会公开

公示发布媒体 NOTICE_MEDIA 字符型 C..1000 多个以半角分号分割 是 社会公开

公示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交易平台中

标候选人公

示的 url

公示类型 PUBLICITY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 5.9.6 公示类型 是 社会公开

公示开始时间
PUBLICITY_START_TI

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是 社会公开

公示结束时间 PUBLICITY_END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1.4.2中标结果公告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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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项目编号
TENDER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

的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

的附录 B.3.5 标段（包）编号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公告标题 NOTICE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告内容 NOTICE_CONTEN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告发布时间 NOTICE_SEND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公告发布媒体 NOTICE_MEDIA 字符型 C..1000 多个以半角分号分割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交易平台中该公告的 url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性质 NOTICE_NATURE 字符型 C1 参考 5.9.3 公告性质 是 社会公开

公告类型 BULLETIN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 5.9.4 公告类型 是 社会公开

中标投标人名称 WIN_BIDDER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中标投标人类别 BIDDER_CODE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体

类别
是 社会公开

中标投标人代码 WIN_BIDDER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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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号

码》

中标投标人角色 BIDDER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体

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中标金额 BID_AMOUNT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如果填写金

额，则必须填

写金额单位

价格币种代码 BID_CURRENCY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货

币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码，例

如，人民币是 156

否 社会公开

价格单位 PRICE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1.5 合同和履约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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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的附录 B.3.5 标段（包）编号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合同名称 CONTRACT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招标人名称 TENDERER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招标人代码 TENDER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中标人名称 BIDDER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中标人代码 BIDDER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号

码》

是 政务公开

合同金额 CONTRACT_PRICE 数值型 N..20,6 是 政务公开

合同结算金额 SETTLE_PRICE 数值型 N..20,6 否 政务公开

金额币种代码 PRICE_CURRENCY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货

币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码，例

如，人民币是 156

是 政务公开



27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金额单位 PRICE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代

码
是 政务公开

合同主要内容 CONTRACT_CONTEN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合同期限 LIMITE_TIME 数值型 N..4 否 政务公开
数字校验

（单位：年）

质量要求 QUALITY_REQUIRE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履约变更内容
PERFORM_CHANGE_CONT

EN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合同完成时间 FINISH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政务公开

实际履约期限 ACTUALLY_PERIOD 数值型 N..4 否 政务公开
数字校验

（单位：年）

履约信息 PERFORM_INFO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递交时间 SUBMIT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否 政务公开

合同签署时间 CONTRACT_SIGN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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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1.6 资格预审

1.6.1资格预审/资格预审澄清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项目编号
TENDER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

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相关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S 字符型 C..ul
由多个标段（包）编号组成，半

角分号隔开
是 社会公开

相关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S 字符型 C..ul
由多个统一交易标识码组成，半

角分号隔开
是 政务公开

文件编号 DOC_CODE 字符型 C..50
参考5.9.12资格预审文件/招标

文件/澄清与修改文件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文件名称 DOC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申请资格
APPLICANT_QUALIFIC

ATIONS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申请有效期
APPLICATION_VALID_

TI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

间

DOC_SUBMIT_END_TIM

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申请文件递交方法 DOC_SUBMIT_METHOD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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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文件开启时间 DOC_OPEN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文件开启方式 DOC_OPEN_METHOD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评审办法 EVALUATION_METHOD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对文件澄清与修改的

主要内容
CLARIFY_CONTEN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文件修改的

章节、条款等

信息

上传时间 SUBMIT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资格预审文

件、澄清与修

改文件的上

传时间

文件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交易平台中该文件发布的 url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

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

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注: 多次澄清以多条记录形式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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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项目编号
TENDER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

的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相关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S 字符型 C..ul
由多个标段（包）编号组成，半

角分号隔开
是 社会公开

相关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S 字符型 C..ul
由多个统一交易标识码组成，半

角分号隔开
是 政务公开

申请人名称 APPLICANTION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申请人代码 APPLICANTION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号码》

是 社会公开

投标资格条件
QUALIFICATION_ELEME

N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投标单位项目负责人 BID_MANAGER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申请递交时间 APPLY_SUBMIT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

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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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ODE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

规则》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

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注：每个申请人都应在此表中对应一条独立的数据记录。

1.6.3资格预审结果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项目编号 TENDER_PROJECT_COD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

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

附录 B.3.5 标段（包）编号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3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案 是 政务公开

资格预审结果标题 NOTICE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

人名单

PASSED_APPLICANT_LI

S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资格评审结果生成时

间
RESULT_CREATE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社会公开

结果发布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交易平台中该结果发布的 url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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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码规则》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1.7 招标异常情况报告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项目编号 TENDER_PROJECT_COD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

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

附录 B.3.5 标段（包）编号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3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案 是 政务公开

报告名称 EXCEPITON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异常情况描述 EXCEPITON_INFOR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审批或核准结果 APPROVAL_RESUL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审批或核准时间 APPROVAL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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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2 政府采购数据集

2.1 交易信息

2.1.1采购项目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

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采购项目编号 PURCHASE_PROJECT_COD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可以是数字

和字母的组

合

采购项目名称 PURCHASE_PROJECT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投资项目统一代

码
INVEST_PROJECT_CODE 字符型 C24

参考审批监管平台投资

项目信息共享规范。代

码长度：24 位，代码格

式：年份代码-地区（部

门）代码-行业代码-项

目类型代码-流水号

否 社会公开

工程类的政

府采购项目

需要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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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

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采购项目类型 TENDER_PROJECT_TYPE 字符型 C3
参考公共资源交易分类

4.3 分类类目表
是 社会公开

采购人名称 PURCHASER_NAME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采购人代码 PURCHASER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

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

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社会公开

采购人角色 PURCHASER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体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项目预算 PROGRAM_BUDGET 数值型 N..20,6 否 社会公开

如果填写金

额，则必须填

写金额单位

预算金额币种 BUDGET_CURRENCY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

《表示货币和资金的代

码》的数字码，例如，

人民币是 156

否 社会公开

预算金额单位 UNIT_BUDGE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15.5金额

单位
否 社会公开

是否 PPP 项目 IS_PROJECT 布尔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15.2是否

代码
否 社会公开

采购方式 PURCHASER_MODE 字符型 C1 参考 6.3.1 采购方式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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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

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采购内容 PURCHASER_CONTEN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采购组织形式 PURCHASER_ORGANIZE_FORM 数值型 C1
参考 6.3.2 采购组织形

式
是 政务公开

采购代理机构名

称
PURCHASER_AGENCY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采购代理机构代

码
PURCHASER_AGENC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

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

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社会公开

采购代理机构角

色
PURCHASER_AGENCY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体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采购代理机构联

系人
PURCHASER_AGENCY_CONNECTOR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采购代理机构联

系电话
PURCHASER_AGENCY_INFORMATION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采购项目子包编

号
PURCHASE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若采购项目

无子包，则填

写采购项目

编号;若采购

项目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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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

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子包，此表应

多次上传，每

次填写一个

采购项目子

包编号

采购项目子包名

称
PURCHASE_SECTION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若采购项目

无子包，则填

写采购项目

名称

项目创建时间 CREATE_TIME
日期时

间型
yyyyMMddHHmmss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

编码方案
是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该标识码为

发生交易的

公共资源交

易系统（含社

会主体依法

建设的电子

交易系统）运

营机构的统

一社会信用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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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

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公共服务平台标

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该标识码为

首次采集交

易信息的公

共资源交易

服务系统运

营机构的统

一社会信用

代码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

间型
yyyyMMddHH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

为 14 位数时间戳，由省

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2.1.2采购（资格预审）公告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采购项目编号
PURCHASE_PROJECT_CO

D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可以是数字和字

母的组合

采购项目名称
PURCHASE_PROJECT_NA

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采购项目子包编号
PURCHASE_SECTION_CO

D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若采购项目无子

包，则填写采购

项目编号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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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公告标题 BULLETIN_TITLE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告内容 BULLETIN_CONTEN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告发布时间 BULLETIN_START_TIM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HHmmss
是 社会公开

公告发布媒体 BULLETIN_MEDIA 字符型 C..10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交易平台中该公

告的 url

投标（提交响应文件）截

止时间
BID_CLOSING_TIM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HHmmss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该标识码为发生

交易的公共资源

交易系统（含社

会主体依法建设

的电子交易系

统）运营机构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该标识码为首次

采集交易信息的

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系统运营机构

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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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HH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

成

是 政务公开

2.1.3更正事项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采购项目编号
PURCHASE_PROJECT_CO

D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可以是数字和字

母的组合

采购项目名称
PURCHASE_PROJECT_NA

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采购项目子包编号
PURCHASE_SECTION_CO

D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若采购项目无子

包，则填写采购

项目编号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公告标题
TERMINATION_BULLETI

N_TITL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告内容
TERMINATION_BULLETI

N_CONTEN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发布时间
MODIFICATION_START_

TIM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HHmmss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交易平台中该公

告的 url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是 政务公开

该标识码为发生

交易的公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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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码规则》 交易系统（含社

会主体依法建设

的电子交易系

统）运营机构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该标识码为首次

采集交易信息的

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系统运营机构

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HH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

成

是 政务公开

2.1.4中标（成交）结果公告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采购项目编号
PURCHASE_PROJECT_CO

D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可以是数字和字

母的组合

采购项目名称
PURCHASE_PROJECT_NA

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采购项目子包编号
PURCHASE_SECTION_CO

D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若采购项目无子

包，则填写采购

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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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公告标题
WIN_BID_BULLETIN_TI

TL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告内容
WIN_BID_BULLETIN_CO

NTEN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首次公告时间
WIN_BID_BULLETIN_ST

ART_TIM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HHmmss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交易平台中该公

告的 url

中标（成交）供应商名

称
WINNINGBIDDER_NAME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中标（成交）供应商代

码
WINNINGBIDDER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

号码》

否 社会公开

中标（成交）价格 WIN_BID_PRICE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如果填写报价金

额，则必须填写

单位

价格币种代码 CURRENCY_CODE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货

币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码，

例如，人民币是 156

是 政务公开

价格单位 PRICE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 是 社会公开



42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创建人 CREATOR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不校验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该标识码为发生

交易的公共资源

交易系统（含社

会主体依法建设

的电子交易系

统）运营机构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该标识码为首次

采集交易信息的

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系统运营机构

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HH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

成

是 政务公开

2.1.5采购合同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采购项目编号 PURCHASE_PROJECT_COD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可以是数字和

字母的组合

采购项目名称 PURCHASE_PROJECT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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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采购项目子包编号 PURCHASE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若采购项目无

子包，则填写

采购项目编号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

码方案
是 政务公开

合同名称 CONTRACT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采购人名称 PURCHASER_NAME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采购人代码 PURCHASER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

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编码规则》

是 社会公开

采购人角色 LEGAL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体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中标（成交）供应商

名称
SUPPLIER_NAME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中标（成交）供应商

代码
SUPPLIER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

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编码规则》或 GB 11643－

1999《公民身份号码》

否 社会公开

合同金额 CONTRACT_AMOUNT 数值型 N..20,6 否 社会公开 如果填写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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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金额，则必须

填写单位价格币种代码 CURRENCY_CODE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

示货币和资金的代码》的数

字码，例如，人民币是 156

是 政务公开

金额单位 PRICE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

位
是 社会公开

合同期限 CONTRACT_TERM 数值型 N..4 否 社会公开
数字校验

（单位：年）

合同签署时间 SIGNING_TIM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mmss 否 社会公开

合同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交易平台中该合同发布的

url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

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该标识码为发

生交易的公共

资源交易系统

（含社会主体

依法建设的电

子交易系统）

运营机构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

码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

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

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该标识码为首

次采集交易信

息的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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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运营机构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

码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戳，由省级服

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3 土地使用权出让数据集

3.1 成交行为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成交公示 GUID ANNOUNCEMENT_GUID 字符型 C..100
参考通用编码 15.6 GUID 标识

符
是 政务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公示标题 ANNOUNCEMENT_TITL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示内容 ANNOUNCEMENT_CONNEC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行政区划 LAND_DISTRICT 字符型 C..9

采用 GB/T 2260-2007《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的市

级代码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交易平台中该

公告的 url

截止日期 END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创建时间 CREATE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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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发布时间 PUBLISHING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供应方式 SUPPLY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 7.3.2 供应方式 是 社会公开

修改日期 CHANGE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撤回时间 RETREAT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政务公开

公示单位 ANNOUNCEMENT_UNIT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示开始时间
ANNOUNCEMENT_START_T

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公示结束时间
ANNOUNCEMENT_DEADLIN

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宗地数量 FIELD_NUM 数值型 N..10 是 社会公开

招拍挂开始时间 LISTING_START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
否 社会公开

招拍挂结束时间 LISTING_DEADLIN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
否 社会公开

招拍挂类型 LISTING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 7.3.1 招拍挂类型 否 社会公开

公示类型 ANNOUNCEMENT_TYPE 字符型 C..2 参考 7.3.3 公示类型 是 社会公开

联系单位 LIAISON_UNIT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单位地址 UNIT_ADDRESS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邮政编码 ZIP_CODE 字符型 C..1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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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联系人 CONTACT_PERSON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联系电话 CONTACT_NUMBER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电子邮箱 EMAIL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撤销原因 CANCEL_REASON 字符型 C..40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公示编号 ANNOUNCEMENT_CODE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附件关联标识号 ATTACHMENT_SET_CODE 字符型 C..ul

参考通用编码15.6附件关联标

识符，多个附件关联标识号以

半角分号隔开

是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

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

成

是 政务公开

3.2 成交宗地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成交宗地标示 DEAL_LAND_CODE 字符型 C..100 参考通用编码15.6GUID标识符 是 政务公开



48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成交公示 GUID
DEAL_ANNOUNCEMENT_GU

ID
字符型 C..100 参考通用编码15.6GUID标识符 是 政务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投资项目统一代码 INVEST_PROJECT_CODE 字符型 C24

参考审批监管平台投资项目信

息共享规范。代码长度：24 位，

代码格式：年份代码-地区（部

门）代码-行业代码-项目类型

代码-流水号

否 政务公开

项目名称 LAND_PROJECT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宗地编号 LAND_CODE 字符型 C..100 是 社会公开

土地监督管理

部门赋予的编

号

土地面积 LAND_AREA 数值型 N..18,6 是 社会公开

土地用途 LAND_USAG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出让年限 LEND_AGE_LIMIT 字符型 C..50 是 社会公开

土地坐落 LAND_POSITION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成交价格 DEAL_PRICE 数值型 N..18,6 是 社会公开

价格币种代码 CURRENCY_CODE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

货币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码，

例如，人民币是 156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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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价格单位 PRICE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 是 社会公开

受让人名称 LENDING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备注 LAND_BZ 字符型 C..40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成交宗地公示 URL LAND_URL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示发布时间 PUBLISHING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

Hmmss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

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

H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

成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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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矿业权出让数据集

4.1 探矿权招拍挂出让公告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名称 NA_APP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发布时间 PUBLISHING_TIM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投资项目统一代码 INVEST_PROJECT_CODE 字符型 C24

代码长度：24 位。代码格式：

年份代码-地区（部门）代码-

行业代码-项目类型代码-流水

号。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交易平台中该

公告的 url

出让方式 IN_BUY_KIND 数值型 N3
招标：131、拍卖：132、挂牌：

133
是 社会公开

矿种 IN_MINE_COME 数值型 N5 参考 8.13.2 矿产种类代码 是 社会公开

出让年限 QT_PLAN_YEARS 数值型 N..5,2 是 社会公开 单位：年

面积 QT_TOTAL_AREA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单位：平方公

里

地理位置 NA_GEOGRAPHY_POSITION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区域坐标 NA_AREA_COORDINATE 字符型 C..ul 用于表示项目区域坐标数据，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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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坐标单位为度分秒。格式如下：

n，1N，X11，Y11，X12，Y12……，

X1N，Y1N，0，0，0，2N，X21，

Y21，X22，Y22……..X2N，Y2N，

-1，0，0……nN，Xn1，Yn1，

Xn2，Yn2……，XnN，YnN，-1，

0，0

其中 n 表示区域个数，xN 表示

某区域拐点个数，[0，0，0]表

示主区域，[-1，0，0]表示挖

空区域。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

成

是 政务公开

4.2 采矿权招拍挂出让公告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矿山名称 NA_APP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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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发布时间 PUBLISHING_TIM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交易平台中该

公告的 url

出让方式 IN_BUY_KIND 数值型 N3
招标：220、拍卖：230、挂牌：

240
是 社会公开

矿种 IN_MINE_COME 数值型 N5 参考 8.13.2 矿产种类代码 是 社会公开

出让年限 QT_PLAN_YEARS 数值型 N..5,2 是 社会公开 单位：年

面积 QT_TOTAL_AREA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单位：平方公

里

地理位置 NA_GEOGRAPHY_POSITION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区域坐标 NA_AREA_COORDINATE 字符型 C..ul

用于表示项目区域坐标数据，

坐标形式为经纬度（度分秒）

或直角坐标（1.5 度带、3 度带

或 6 度带）。格式如下：

n，1N，F11，X11，Y11，F12，

X12，Y12……，F1N，X1N，Y1N，

S1，E1，KT1，1[0/-1]，2N，

F21，X21，Y21，F22，X22，

Y22……，F2N，X2N，Y2N，S2，

E2，KT2，1[0/-1]，……nN，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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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FN1，XN1，YN1，FN2，XN2，

YN2……，FNN，XNN，YNN，SN，

EN，KTN，1[0/-1]

其中 n 表示区域个数，xN 表示

某区域拐点个数，FNN 表示坐标

点标识（不带“，”的字符串），

（XNN，YNN）表示坐标点（经

纬度或直角坐标），[SN，EN]

表示起标高和止标高，KTN 表示

矿体标识（不带“，”的字符

串），1[0/-1]表示面积累加（不

计算和相减）。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

成

是 政务公开

4.3 探矿权招拍挂出让结果公示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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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名称 NA_APP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发布时间 PUBLISHING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案 是 政务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交易平台中该公

告的 url

出让方式 IN_BUY_KIND 数值型 N3
招标：131、拍卖：132、挂牌：

133）
是 社会公开

出让年限 QT_PLAN_YEARS 数值型 N..5,2 是 社会公开 单位：年

面积 QT_TOTAL_AREA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单位：平方公

里）

地理位置 NA_GEOGRAPHY_POSITION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竞得人名称 NA_PUBLIC_BIDDER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竞得人类别 BIDDER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11.4.7主体类

别
是 社会公开

竞得人代码 BIDDER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号码》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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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竞得人角色 BIDDER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11.4.3主体角

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成交价 QT_PUBLIC_PRICE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单位：万元

竞得人公司地址 NA_REG_ADDRESS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成交地点 NA_TD_ADDRESS 字符型 C..255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成交时间 DT_BUY_DATE 日期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价款缴纳方式 IN_COST_STYLE 数值型 N1 1、一次性缴纳：2、分期缴纳： 是 社会公开

价款缴纳时间 DT_COST_DATE 日期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区域坐标 NA_AREA_COORDINATE 字符型 C..ul
参考探矿权招拍挂出让公告信息

中区域坐标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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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采矿权招拍挂出让结果公示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矿山名称 NA_APP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发布时间 PUBLISHING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s

s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案 是 政务公开

出让方式 IN_BUY_KIND 数值型 N3
招标：220、拍卖：230、挂牌：

240
是 社会公开

出让年限 QT_PLAN_YEARS 数值型 N..5,2 是 社会公开 单位：年

面积 QT_TOTAL_AREA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单位：平方公里

地理位置 NA_GEOGRAPHY_POSITION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竞得人名称 NA_PUBLIC_BIDDER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竞得人类别 BIDDER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体

类别
是 社会公开

竞得人代码 BIDDER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号码》

是 社会公开

竞得人角色 BIDDER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体

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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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成交价 QT_PUBLIC_PRICE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单位：万元

竞得人公司地址 NA_REG_ADDRESS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成交地点 NA_TD_ADDRESS 字符型 C..255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成交时间 DT_BUY_DATE 日期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价款缴纳方式 IN_COST_STYLE 数值型 N1 1、一次性缴纳：2、分期缴纳： 是 社会公开

价款缴纳时间 DT_COST_DATE 日期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区域坐标 NA_AREA_COORDINATE 字符型 C..ul
参考采矿权招拍挂出让公告信

息中区域坐标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交易平台中该公告的 url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

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

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s

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4.5 其他方式出让矿业权公开信息（探矿权出让公开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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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名称 NA_APP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发布时间 PUBLISHING_TIM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申请人 NA_APPLY_PERSON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申请人类别 APPLY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

体类别
是 社会公开

申请人代码 APPL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

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

号码》

是 社会公开

申请人角色 APPLY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

体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勘查单位 NA_PERAMBULATE_COMP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审批机关 NA_GOV_NAME 字符型 C..4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勘查矿种 IN_MINE_COME 数值型 N5 参考 8.13.2 矿产种类代码 是 社会公开

受理日期 DT_RECIVE_DATE 日期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交易平台中该公告的 url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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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

生成

是 政务公开

4.6 其他方式出让矿业权公开信息（采矿权出让公开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名称 NA_APP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发布时间 PUBLISHING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HHmmss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3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案 是 政务公开

申请人 NA_APPLY_PERSON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申请人类别 APPLY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体

类别
是 社会公开

申请人代码 APPL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号码》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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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申请人角色 APPLY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体

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设计生产规模 QT_DESIGN_SCOPE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规模单位 NA_SCOPE_UNIT 字符型 C..20 参考 8.13.2 矿产种类代码 是 社会公开

审批机关 NA_GOV_NAME 字符型 C..4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取得方式 IN_BUY_KIND 数值型 N3
探矿权转采矿权：210、

协议出让：250
是 社会公开

开采主矿种 IN_MINE_COME 数值型 N5 参考 8.13.2 矿产种类代码 是 社会公开

受理日期 DT_RECIVE_DATE 日期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交易平台中该公告的 url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HH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4.7 其他方式出让矿业权公开信息（划定矿区范围公开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名称 NA_APP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发布时间 PUBLISHING_TIM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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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申请人 NA_APPLY_PERSON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申请人类别 APPLY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

体类别
是 社会公开

申请人代码 APPL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

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

号码》

是 社会公开

申请人角色 APPLY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

体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设计生产规模 QT_DESIGN_SCOPE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规模单位 NA_SCOPE_UNIT 字符型 C..20 参考 8.13.2 矿产种类代码 是 社会公开

审批机关 NA_GOV_NAME 字符型 C..4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取得方式 IN_BUY_KIND 数值型 N3
探矿权转采矿权：210、协议出

让：250
是 社会公开

开采主矿种 IN_MINE_COME 数值型 N5 参考 8.13.2 矿产种类代码 是 社会公开

受理日期 DT_RECIVE_DATE 日期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交易平台中该公告的 url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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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m

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

生成

是 政务公开

4.8 非油气探矿权登记公告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名称 NA_ITEM_NAME 字符型 C..128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发布时间 PUBLISHING_TIM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许可证号 ID_LICENCEID 字符型 C..32 是 社会公开

项目类型 IN_ITEM_TYPE 字符型 C..4
新立，变更，延续，保留，注

销
是 社会公开

探矿权人 NA_APPLY_PERSON 字符型 C..128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探矿权人类别 APPLY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

体类别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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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探矿权人代码 APPL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

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

号码》

是 社会公开

探矿权人角色 APPLY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

体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勘查单位 NA_PERAMBULATE_COMP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勘查矿种 QT_PERAMBULATE_MINE 数值型 N5 参考 8.13.2 矿产种类代码 是 社会公开

极值坐标 NA_JZZB 字符型 C..200

示例：

114°25′57″～114°26′

42″

40°31′1″～40°31′16″

是 社会公开

有效期起 DT_USEFULLIFE_START 日期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有效期止 DT_USEFULLIFE_END 日期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面积 QT_TOTAL_AREA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单位：平方公

里

地理位置 NA_GEOGRAPHY_POSITION 字符型 C..256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发证机关 APPROVE_ORG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交易平台中该公告的 url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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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m

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

生成

是 政务公开

4.9 非油气采矿权登记公告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名称 NA_MINE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发布时间 PUBLISHING_TIM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m

mss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许可证号 ID_LICENCEID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项目类型 IN_ITEM_TYPE 字符型 C..4 新立，变更，延续，注销 是 社会公开

采矿权人 NA_APPLY_PERSON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采矿权人类别 APPLY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

体类别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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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采矿权人代码 APPL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

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

号码》

是 社会公开

采矿权人角色 APPLY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

体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设计生产规模 QT_DESIGN_SCOPE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规模单位 NA_SCOPE_UNIT 字符型 C..50 参考 8.13.2 矿产种类代码 是 社会公开

开采主矿种 QT_MAIN_MINE 数值型 N5 参考 8.13.2 矿产种类代码 是 社会公开

有效期起 DT_USEFULLIFE_START 日期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有效期止 DT_USEFULLIFE_END 日期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面积 QT_DIGINGS_AREA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单位：平方公

里

发证机关 APPROVE_ORG 字符型 C..4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交易平台中该公告的 url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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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m

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

生成

是 政务公开

4.10 油气探矿权登记公告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名称 NA_ITEM_NAME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发布时间 PUBLISHING_TIM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许可证号 ID_LICENCEID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项目类型 IN_ITEM_TYPE 字符型 C..4
新立、变更、延续、保留、注

销
是 社会公开

探矿权人 NA_APPLY_PERSON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探矿权人类别 APPLY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

体类别
是 社会公开

探矿权人代码 APPL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

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法人和其他组织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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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

号码》

探矿权人角色 APPLY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

体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极值坐标 NA_JZZB 字符型 C..200

示例：

108°10′00″～108°25′

00″

37°46′00″～38°10′00″

是 社会公开

有效期起 DT_USEFULLIFE_START 日期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有效期止 DT_USEFULLIFE_END 日期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面积 QT_TOTAL_AREA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数字校验

(平方公里)

地理位置 NA_GEOGRAPHY_POSITION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发证机关 APPROVE_ORG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交易平台中该公告的 url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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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

生成

是 政务公开

4.11 油气采矿权登记公告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油气田名称 NA_ITEM_NAME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发布时间 PUBLISHING_TIM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

案
是 政务公开

许可证号 ID_LICENCEID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项目类型 IN_ITEM_TYPE 字符型 C..4 新立，变更，延续，注销 是 社会公开

采矿权人 NA_APPLY_PERSON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采矿权人类别 APPLY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体

类别
是 社会公开

采矿权人代码 APPL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

号码》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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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采矿权人角色 APPLY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体

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极值坐标 NA_JZZB 字符型 C..200

示例：

106°05′30″～106°12′

30″

29°02′30″～29°22′45″

是 社会公开

有效期起 DT_USEFULLIFE_START 日期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有效期止 DT_USEFULLIFE_END 日期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面积 QT_TOTAL_AREA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单位：平方公里

地理位置 NA_GEOGRAPHY_POSITION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交易平台中该公告的 url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

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

成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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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有产权交易（实物资产类）数据集

5.1 实物资产类产权交易

5.1.1挂牌披露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名称 PROJECT_NAME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项目编号 PROJECT_CODE 字符型 C..20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

方案
是 政务公开

项目分类代码
PROJECT_CLASSIFY_CO

DE
字符型 C3

参考公共资源交易分类标准

4.3 分类类目表
否 政务公开

资产类别（实物） PROJECT_TYPE 字符型 C..30 参考 9.2.1 资产类型 是 社会公开

转让方名称 SELLER_NAME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转让方代码 SELLER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

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社会公开

转让方类别 SELLER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

体类别
是 社会公开

转让方角色 SELLER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

体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转让标的所在地区 ZONE 字符型 C..10
采用 GB/T 2260-2007《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的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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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市级代码

挂牌价格 PROJECT_PRICE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价格币种代码 CURRENCY_CODE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

货币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

码，例如，人民币是 156

是 政务公开

价格单位 PRICE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 是 社会公开

挂牌期间 PUBLISH_DURATION 字符型 N..3 是 社会公开
单位：天

挂牌日期 PUBLISH_DAT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是否自动延期 POST_PONE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3 是否 是 社会公开

交易方式 PRE_EXCHANGE_TYPE 字符型 C..10 参考 9.2.2 交易方式 是 社会公开

转让说明事项 TRANSFER_NOTES 字符型 C..40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在交易机构网站进行挂

牌信息披露的链接
PROJECT_URL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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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

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5.1.2交易结果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名称 PROJECT_NAME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项目编号 PROJECT_CODE 字符型 C..2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

方案
是 政务公开

交易方式 EXCHANGE_TYPE 字符型 C..10 参考 9.2.2 交易方式 是 社会公开

受让方名称 SELLER_NAME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受让方代码 SELLER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

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或 GB 11643－1999《公

民身份号码》

是 社会公开

受让方类别 SELLER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

体类别
是 社会公开

受让方角色 SELLER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

体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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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转让标的评估值或账面

净值

OBJECT_EVALUATE_VAL

UE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成交金额 TRADE_VALUE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成交金额币种代码 CURRENCY_CODE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

货币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

码，例如，人民币是 156

是 政务公开

成交金额单位 PRICE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 是 社会公开

成交日期 TRADE_DAT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在交易机构网站进行挂

牌信息披露的链接
PROJECT_URL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

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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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有产权交易（股权类）数据集

6.1 股权类产权交易

6.1.1 挂牌披露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名称 PROJECT_NAME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项目编号 PROJECT_CODE 字符型 C..2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

方案
是 政务公开

项目分类代码 PROJECT_CLASSIFY_CODE 字符型 C3
参考公共资源交易分类标准

4.3 分类类目表
否 政务公开

转让方名称 SELLER_NAME 字符型 C..4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转让方类别 SELLER 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

体类别
是 社会公开

转让方代码 SELLER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

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社会公开

转让方角色 SELLER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

体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转让行为批准单位 AUTHORIZE_UNIT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转让比例 TOTAL_PERCENT 数值型 N20,4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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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挂牌价格 PROJECT_PRICE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价格币种代码 CURRENCY_CODE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

货币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

码，例如，人民币是 156

是 政务公开

价格单位 PRICE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 是 社会公开

挂牌期间 PUBLISH_DURATION 数值型 N3 是 社会公开

挂牌日期 PUBLISH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是否自动延期 POST_PONE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3 是否 是 社会公开

选择的竞价交易方式 PRE_EXCHANGE_TYPE 字符型 C..10 参考 10.2.1 交易方式 是 社会公开

管理层是否有收购意向 MANAGEMENT_INTEN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3 是否 否 社会公开

标的企业原股东是否放

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GIVEUP_PRIORITY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3 是否 是 社会公开

重要信息披露 IMPORTANT_INFO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受让方资格条件 BUYER_POSTULATE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 OTHER_CONDITIONS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在交易机构网站进行挂

牌信息披露的链接

PROJECT_URL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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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码编码规则》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

生成

是 政务公开

6.1.2 转让标的企业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编号 PROJECT_CODE 字符型 C..2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转让标的企业名称 SUBJECT_COMPANY_NAME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本次拟转让产（股）权比

例（%）
SELL_PERCENT 数值型 N20,4 是 社会公开

标的企业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SUBJECT_COMPAN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

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社会公开

转让标的企业所在地区 ZONE 字符型 C..6

采用 GB/T 2260-2007《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的

市级代码

是 社会公开

转让标的企业所属行业 INDUSTRY_CODE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4754-2011 《国民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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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码 经济行业分类》，取 1 位行业

门类字母码+2 位大类数字码

转让标的企业经济类型 ECONOMY_TYPE 字符型 C..2 参考 10.2.3 经济类型 是 社会公开

转让标的企业职工人数 EMPLOYEE_QUANTITY 数值型 N..5 是 社会公开

转让标的企业是否含有

国有划拨土地
HAS_CONTAIN_GROUND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3 是否 是 社会公开

审计年度（上年度） LAST_AUDIT_YEAR 数值型 N4 否

审计机构（上年度） LAST_AUDIT_UNIT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资产总额（上年度） LAST_AUDIT_ASSET 数值型 N22,6 否 社会公开

负债总额（上年度） LAST_AUDIT_DEBT 数值型 N22,6 否 社会公开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上

年度）

LAST_AUDIT_EQUITY
数值型 N22,6 否 社会公开

营业收入（上年度） LAST_AUDIT_EARNING 数值型 N22,6 否 社会公开

利润总额（上年度） LAST_AUDIT_PROFIT 数值型 N22,6 否 社会公开

净利润（上年度） LAST_AUDIT_NETPROFIT 数值型 N22,6 否 社会公开

报表日期 FINANCE_REPORT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报表类型 FINANCE_REPORT_TYPE 字符型 C2 参考 10.2.2 报表类型 是 社会公开

资产总额 TOTAL_CAPITAL 数值型 N22,6 否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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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负债总额 TOTAL_DEBT 数值型 N22,6 否 社会公开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OWENERSHIP_INTEREST 数值型 N22,6 否 社会公开

营业收入 BUSINESS_INCOME 数值型 N22,6 否 社会公开

利润总额 BUSINESS_PROFIT 数值型 N22,6 否 社会公开

净利润 NET_PROFIT 数值型 N22,6 否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

生成

是 政务公开

6.1.3 转让标的企业股东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编号 PROJECT_CODE 字符型 C..2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标的企业名称 SUBJECT_COMPANY_NAME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标的企业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SUBJECT_COMPAN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

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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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股东名称 TOP10_HOLDER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持股数量 TOP10_HOLDER_NUMBER 数值型 N..22 是 社会公开

股东持股比例 TOP10_HOLDER_PERCENT 数值型 N20,2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

生成

是 政务公开

说明：披露转让标的企业前十位股东信息，如果转让方不在前十位股东中，应同时披露转让方持股情况

注： 此表不计算数据及时性。

6.1.4 交易结果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名称 PROJECT_NAME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项目编号 PROJECT_CODE 字符型 C..20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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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

方案
是 政务公开

交易方式 EXCHANGE_TYPE 字符型 C..10 参考 10.2.1 交易方式 是 社会公开

受让方名称 SELLER_NAME 字符型 C..300 是 社会公开

受让方代码 SELLER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

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或 GB 11643－1999《公

民身份号码》

是 社会公开

受让方类别 SELLER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

体类别
是 社会公开

受让方角色 SELLER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3 主

体角色类型
是 社会公开

转让标的评估值 OBJECT_EVALUATE_VALUE 数值型 N22,6 是 社会公开

成交金额 TRADE_VALUE 数值型 N22,6 是 社会公开

成交金额币种代码 CURRENCY_CODE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

货币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

码，例如，人民币是 156

是 政务公开

成交金额单位 PRICE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 是 社会公开

成交日期 TRADE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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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在交易机构网站进行挂

牌信息披露的链接
PROJECT_URL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

生成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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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交易

7.1 其他交易公告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名称 PROJECT_NAME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项目编号 PROJECT_CODE 字符型 C..20 是 社会公开

公告发布时间 PUBLISHING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ss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

统数据规范（V1.0）》3统

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案

是
政务公

开

公告标题 ANNOUNCEMENT_TITL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告内容 ANNOUNCEMENT_CONNEC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交易平台中

该公告的

url

交易业务类型代码 CLASSIFY_CODE 字符型 C3
参考表 1 其它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分类类目表
是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

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

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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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其他交易结果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名称 PROJECT_NAME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项目编号 PROJECT_CODE 字符型 C..20 是 社会公开

公告发布时间 PUBLISHING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ss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

数据规范（V1.0）》3 统一交

易标识码编码方案

是 政务公开

公告标题 ANNOUNCEMENT_TITL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告内容 ANNOUNCEMENT_CONNEC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公告源 URL URL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交易平台中

该公告的

url

成交日期 TRADE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交易业务类型代码 CLASSIFY_CODE 字符型 C3
参考表 1其它公共资源交易信

息分类类目表
是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

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

生成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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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用信息数据集

8.1 违法违规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违法违规信息标识号 VIOLATING_CODE 字符型 C36 参考通用编码 15.6 GUID 标识符 是

用于标识违

法违规信息

的唯一值

违规事项名称 VIOLATING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例：关于“某

某项目串通

投标案”的公

告

违规时间 VIOLATING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违规类型 VIOLATING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 14.8.4 违法违规类型 是

主体名称 BODY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主体类别 BODY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标准中的 11.4.7 主体类别 是

主体代码 BOD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构代

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号码》

是

主体角色 BODY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标准中的 11.4.3 主体角色类

型
是

区域代码 AREA 字符型 C9
参考 GB/T 2659-2000 《世界各国和地

区名称代码》
是

奖惩或处罚类型
REWARD_PUNISHMENT_B

ODY
字符型 C2

参考 14.8.1 奖惩或处罚类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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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违法违规说明
VIOLATING_INSTRUCT

IONS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违法违规通报部门 GOVERNMENT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招标项目（采购项目）名

称

TENDER_PROJECT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招标项目（采购项目）编

号

TENDER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1部分：

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附录B.3.4招标项

目编号

是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 1部分：

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附录 B.3.5 标段

（包）编号

是

标段（包）名称 BID_SECTION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案 是

处理文件文号 DOCUMENT_COD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处罚依据 PUNISHMENT_BASIS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处罚结果 PUNISHMENT_RESUL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限制的行为 CONFINED_ACTION 字符型 C..2 参考 14.8.3 限制的行为 是

限制行为开始时间 CONFINED_START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限制行为结束时间 CONFINED_END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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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发布日期 OPERATE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公开范围 SCOPE 数值型 C1 1、社会公开 2、政务公开 是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

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8.2 黑名单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黑名单标识号 BLACKLIST_CODE 字符型 C36
参考代码集通用编码 15.6 GUID 标识

符
是

主体名称 BODY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主体代码 BOD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构

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法

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

规则》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

号码》

是

主体类别 BODY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标准中的 11.4.7 主体类别 是

主体角色 BODY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标准中的 11.4.3 主体角色

类型
是

处罚原因 RECORD_REASON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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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处罚日期 RECORD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是

处罚部门 GOVERNMENT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发布该黑

名单信息

的责任单

位

处理文件文号 DOCUMENT_COD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是否撤销 REVOCATION_STATUS 布尔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2 是否 是

限制行为 CONFINED_ACTION 字符型 C..2 参考 14.8.3 限制的行为 是

公开范围 SCOPE 数值型 C1 1、社会公开 2、政务公开 是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

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

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8.3 撤销黑名单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主体名称 BODY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主体代码 BOD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构

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法

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

规则》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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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号码》

主体类别 BODY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标准中的 11.4.7 主体类别 是

主体角色 BODY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标准中的 11.4.3 主体角色

类型
是

黑名单 BLACKLIST_CODE 字符型 C..50 关联到需撤销的黑名单标识号
是 指向黑名

单

撤销理由 REVOCATIONEASONS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执行部门 GOVERNMENT 字符型 C..200 发布该撤销黑名单信息的责任单位 是

处理文件文号 DOCUMENT_COD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申请人 ROPOSER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申请日期 APPLICATION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是

公开范围 SCOPE 数值型 C1 1、社会公开 2、政务公开 是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

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

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8.4 奖励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奖励主体代码 BOD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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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法

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

规则》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

号码》

奖励主体名称 BODY_NAME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主体类别 BODY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标准中的 11.4.7 主体类别 是

主体角色 BODY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标准中的 11.4.3 主体角色

类型
是

奖惩类型
REWARD_PUNISHMENT

_TYPE
字符型 C2

参考 14.8.1 奖励或处罚类型
是

奖励说明 REWARD_REASON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奖励日期 REWARD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是

处理文件文号 DOCUMENT_COD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执行部门 GOVERNMENT 字符型 C..200 发布该奖励信息的责任单位 是

公开范围 SCOPE 数值型 C1 1、社会公开 2、政务公开 是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

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

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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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履约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主体代码 BOD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构

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法

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

规则》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份

号码》

是

主体名称 BODY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主体类别 BODY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标准中的 11.4.7 主体类别 是

主体角色 BODY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标准中的 11.4.3 主体角色

类型
是

招标项目（采购项目）

名称

TENDER_PROJECT_NA

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招标项目（采购项目）

编号

TENDER_PROJECT_CO

D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 1 部

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是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 1 部

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附录 B.3.5

标段（包）编号

是

标段（包）名称 BID_SECTION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案 是

合同金额 CONTRACT_AMOUNT 数值型 N..20,6 是 如果填写

报价金额，

则必须填

写单位
合同金额币种 CONTRACT_CURRENCY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货币和

资金的代码》的数字码，例如，人民

币是 15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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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合同金额单位
CONTRACT_CURRENCY

UNIT
字符型 C1 见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 是

合同工期 CONTRACT_PERIOD 数值型 N..4 是

合同工期

指的是合

同签订的

工期要求。

单位：天

合同签署时间
CONTRACT_SIGNING_

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是

质量达标状况 QUALITY_STANDARDS 字符型 C1 参考 14.8.5 达标状况 是

安全达标状况 SAFETY_STANDARDS 字符型 C1 参考 14.8.5 达标状况 是

环保达标状况
ENVIRONMENT_STAND

ARDS
字符型 C1 参考 14.8.5 达标状况 是

工期（天）
CONSTRUCTION_PERI

OD
数值型 N..4 是

工期指的

是实际完

成工期

合同结算金额（元）
CONTRACT_SETTLEME

NT_AMOUNT
数值型 N..20,6 是

合同完成时间
CONTRACT_FINISH_T

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是

履约信息递交时间
PERFORMANCE_SUBMI

TTED_TIM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是

发布部门 GOVERNMENT 字符型 C..200 发布该履约信息的责任单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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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处理文件文号 DOCUMENT_CODE 字符型 C..50 是

公开范围 SCOPE 数值型 C1 1、社会公开 2、政务公开 是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

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

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8.6 社会信用信息

注：国家信用信息平台推送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主体代码 BOD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构

代码编制规则》或GB 32100-2015《法

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或 GB 11643－1999《公民身

份号码》

是

主体名称 BODY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主体类别 BODY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标准中的 11.4.7 主体类别 是

主体角色 BODY_ROLE 字符型 C2
参考主体标准中的 11.4.3 主体角色

类型
是

数据内容 DATA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公开范围 SCOPE 数值型 C1 1、社会公开 2、政务公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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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否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

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

间戳，由国家服务平台生成
是

9 主体信息数据集

9.1 法人信息

9.1.1 法人基本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法人名称 LEGAL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法人类别 BIDDER_CODE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体类

别
是 社会公开

法人代码 LEGAL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社会公开

法人角色 LEGAL_ROLE 字符型 C..50
参考 11.4.3 主体角色编码，多个

不同的角色用半角分号隔开
是 社会公开

营业执照号码 LICENSE_NO 字符型 C..50

采用 GS15-2006《工商行政管理市

场主体注册号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中的三

证合一的信用代码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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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营业执照失效日期 LICENSE_END_DAT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国税税务登记证证号 TAX_CERT_NO 字符型 C..50

采用 SW 5-2013 《纳税人识别号代

码标准》或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中的三证合一的信用代码 国税和

地税税

务登记

证相关

信息必

填一个

社会公开

国税税务登记证失效日

期
TAX_CERT_END_DAT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社会公开

地税税务登记证证号 LOCAL_TAX_CERT_NO 字符型 C..50

采用 SW 5-2013 《纳税人识别号代

码标准》或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

码规则》中的三证合一的信用代码

社会公开

地税税务登记证失效日

期

LOCAL_TAX_CERT_END_

DAT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社会公开

组织机构代码 ORGAN_NO 字符型 C9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
否 政务公开

获得三证合

一的信用代

码的法人，

请填写原组

织机构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证失效日

期
ORGAN_CERT_END_DAT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否 社会公开

法定代表人姓名 LEGAL_REPRESENT 字符型 C..2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法人机构类别 LEGAL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 11.4.2 法人机构类别 是 社会公开

法人代表联系电话 REPRESENT_PHONE 字符型 C..15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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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法人机构行业代码 LEGAL_INDUSTRY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4754-2011 《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取 1 位行业门类字母

码+2 位大类数字码

否 社会公开

资信等级 CREDIT_RAT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国别/地区 COUNTRY_REGION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2659-2000《世界各国和

地区名称代码》中的 3 位数字码
是 社会公开

法人机构地址 LEGAL_UNIT_ADDRESS 字符型 C..3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行政区域代码 REGION_CODE 字符型 C6
采用 GB/T2260-2007《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的市级代码
是 社会公开

注册地-省 REGISTER_PROVINC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注册地-市 REGISTER_CITY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基本户开户银行 BASIC_BANK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基本户开户支行号 BASIC_BRANCH_BANK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基本户账号 BASIC_ACCOUNT_NO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基本户账户名称 BASIC_ACCOUNT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注册资本 REG_CAPITAL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注册资本币种 REG_CAP_CURRENCY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货币

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码，例如，

人民币是 156

是 社会公开

注册资本单位 REG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代码 是 社会公开

联系人 LEGAL_CONTACT 字符型 C..2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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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联系人电话 LEGAL_CONTACT_PHONE 字符型 C..2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联系人地址
LEGAL_CONTACT_ADDRE

SS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单位网站 LEGAL_WEB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邮政编码 LEGAL_ZIP_CODE 字符型 C6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电子邮箱 LEGAL_EMAIL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法人业务状态 LEGAL_STATUS 字符型 C1 参考 11.4.8 法人业务状态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

H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9.1.2 招标人扩展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主体代码 LEGAL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自定义数据项
CUSTOM_DEFINITION_D

ATAITEM
字符型 C..5000

此数据作为扩展字段，由各交易平

台自行填报
否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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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9.1.3 招标代理机构扩展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主体代码 LEGAL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1997《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或GB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资质等级 QUAL_LEVEL 字符型 C2 参考 11.4.4 资质等级 是 社会公开

资质名称 QUAL_NAM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资质序列、行业和专业类

别
QUAL_TYPE 字符型 C6

参考 11.4.5 资质序列、行业和专

业类别
是 社会公开

资质证书编号 QUAL_CERT_NO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资质证书失效日期 QUAL_CERT_END_DAT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自定义数据项
CUSTOM_DEFINITION_D

ATAITEM
字符型 C..5000

此数据作为扩展字段，由各交易平

台自行填报
否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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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则》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9.1.4 投标人扩展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主体代码 LEGAL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资质等级 QUAL_LEVEL 字符型 C2 参考 11.4.4 资质等级 是 社会公开

资质名称 QUAL_NAM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资质序列、行业和专业类

别
QUAL_TYPE 字符型 C6

参考 11.4.5 资质序列、行业和专

业类别
是 社会公开

资质证书编号 QUAL_CERT_NO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资质证书失效日期 QUAL_CERT_END_DAT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自定义数据项
CUSTOM_DEFINITION_D

ATAITEM
字符型 C..5000

此数据作为扩展字段，由各交易平

台自行填报
否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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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DE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9.1.5 采购人扩展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主体代码 LEGAL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自定义数据项
CUSTOM_DEFINITION_D

ATAITEM
字符型 C..5000

此数据作为扩展字段，由各交易平

台自行填报
否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9.1.6 采购代理机构扩展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主体代码 LEGAL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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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自定义数据项
CUSTOM_DEFINITION_D

ATAITEM
字符型 C..5000

此数据作为扩展字段，由各交易平

台自行填报
否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9.1.7 供应商扩展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主体代码 LEGAL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资质等级 QUAL_LEVEL 字符型 C2 参考 11.4.4 资质等级 是 社会公开

资质名称 QUAL_NAM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资质序列、行业和专业

类别
QUAL_TYPE 字符型 C6

参考 11.4.5 资质序列、行业和专

业类别
是 社会公开

资质证书编号 QUAL_CERT_NO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资质证书失效日期 QUAL_CERT_END_DAT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自定义数据项
CUSTOM_DEFINITION_D

ATAITEM
字符型 C..5000

此数据作为扩展字段，由各交易平

台自行填报
否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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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9.1.8 出让人扩展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主体代码 LEGAL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自定义数据项
CUSTOM_DEFINITION_D

ATAITEM
字符型 C..5000

此数据作为扩展字段，由各交易平

台自行填报
否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9.1.9 受让人扩展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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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主体代码 LEGAL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自定义数据项
CUSTOM_DEFINITION_D

ATAITEM
字符型 C..5000

此数据作为扩展字段，由各交易平

台自行填报
否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9.1.10 竞得人扩展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主体代码 LEGAL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自定义数据项
CUSTOM_DEFINITION_D

ATAITEM
字符型 C..5000

此数据作为扩展字段，由各交易平

台自行填报
否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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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DE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9.1.11 法人交易业绩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主体代码 BIDDER_NO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社会公开

招标项目编号 SECTION_NO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附录

B.3.2 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附录

B.3.5 标段（包）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招标项目名称 SECTION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名称 BID_SECTION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招标人（采购人/出让

人）代码
TENDER_NO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社会公开

招标人（采购人/出让

人）名称
TENDER_NAME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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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中标（成交/竞得）金额 BID_AMOUNT 数值型 N..20,6 是 社会公开

交易分类 TRADE_TYPE 字符型 C3
参考公共资源交易分类4.3分类类

目表
是 社会公开

金额币种代码 CURRENCY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货币

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码，例如，

人民币是 156

是 社会公开

金额单位 MONEY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 是 社会公开

合同签署时间 CONTRACT_SIGN_DAT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注：该表中的业绩信息基于交易系统的交易信息数据自动生成

9.1.12 执业人员基本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身份证件号码 ID_CARD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11643－1999 《公民身份

号码》
是 政务公开

身份证件类型 ID_CARD_TYPE 字符型 C2 参考通用编码 15.1 身份证件类型 是 政务公开

姓名 PERSON_NAME 字符型 C..2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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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性别 GENDER 字符型 C1

采用 GB/T 2261.1-2003《个人基

本信息分类与代码第 1 部分人的

性别代码》

是 社会公开

出生年月 BIRTHDAT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行政区域代码 REGION_CODE 字符型 C6
采用 GB/T 2260-2007《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的市级代码
是

社会公

开

最高学历 PERSON_EDU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联系电话 PERSON_PHONE 字符型 C..2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所在单位代码 UNI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社会公开

所在单位名称 UNIT_NAME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是否在职 ON_JOB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2 是否 是 社会公开

职务 JOB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职称 TECH_TITLE 字符型 C..50
采用 GB/T 8561-2001 《专业技术

职务代码》
是 社会公开

从业开始时间 WORK_START_DAT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从业经历 WORKING_EXPERIENCE 字符型 C..1000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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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则》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9.1.13 执业人员资格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执业资格名称 QUAL_NAME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执业资格类型 QUAL_TYPE 字符型 C6
参考 11.4.6 资质类型，多个以半

角隔开
是 社会公开

执业人员证件号 ID_CARD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11643－1999 《公民身份

号码》
是 社会公开

执业人员身份证件类型 ID_CARD_TYPE 字符型 C2 参考通用编码 15.1 身份证件类型 是 政务公开

执业资格证书编号 CERT_NO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执业资格注册有效期止 CERT_END_DAT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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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4 执业人员业绩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人员身份证件号 ID_CARD_NO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11643－1999 《公民身份

号码》
是 政务公开

人员身份证件类型 ID_CARD_TYPE 字符型 C2 参考通用编码 15.1 身份证件类型 是 政务公开

招标项目编号 SECTION_NO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附录

B.3.2 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附录

B.3.5 标段（包）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招标项目名称 SECTION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名称 BID_SECTION_NAME 字符型 C..6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招标人/采购人/出让人

代码
OWNER_NO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社会公开

招标人/采购人/出让人

名称
OWNER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合同金额 CONTRACT_AMOUNT 数值型 N..20,2 是 社会公开

交易分类 TRADE_TYPE 字符型 C3
参考公共资源交易分类 4.3 分类

类目表
是 社会公开

结算金额 SETTLE_AMOUNT 数值型 N..20,2 是 社会公开

金额币种代码 CURRENCY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12406-2008《表示货币

和资金的代码》的数字码，例如，

人民币是 156

是 社会公开

金额单位 MONEY_UNI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5 金额单位代码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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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合同签署时间 CONTRACT_SIGN_DAT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是 社会公开

合同完成时间
CONTRACT_FINISH_DAT

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9.2 自然人信息

9.2.1 自然人基本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身份证件类型 ID_CARD_TYPE 字符型 C2 参考通用编码 15.1 身份证件类型 是 政务公开

主体代码（身份证件号） ID_CARD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11643－1999 《公民身份号

码》
是 政务公开

身份证件失效日期 ID_CARD_END_DAT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是 政务公开

姓名 PERSON_NAME 字符型 C..2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联系电话 CONTACT 字符型 C..2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银行账户 BANK_ACCOUNT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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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开户行 BANK_NAME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邮编 ZIP_CODE 字符型 C6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地址 ADDRESS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

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

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

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9.2.2 供应商扩展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主体代码 LEGAL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11643－1999 《公民身份

号码》
是 政务公开

自定义数据项
CUSTOM_DEFINITION_D

ATAITEM
字符型 C..5000

此数据作为扩展字段，由各交易平

台自行填报
否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

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

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

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9.2.3 受让人扩展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110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主体代码 LEGAL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11643－1999 《公民身份

号码》
是 政务公开

自定义数据项
CUSTOM_DEFINITION_DA

TAITEM
字符型 C..5000

此数据作为扩展字段，由各交易平

台自行填报
否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

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

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

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9.2.4 竞得人扩展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主体代码 LEGAL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11643－1999 《公民身份

号码》
是 政务公开

自定义数据项
CUSTOM_DEFINITION_DA

TAITEM
字符型 C..5000

此数据作为扩展字段，由各交易平

台自行填报
否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

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OD

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

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

时间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10 专家信息数据集

10.1 评标专家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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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专家身份证件号码 ID_CARD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11643－1999 《公民身份号

码》
是 政务公开

专家身份证件类型 ID_CARD_TYPE 字符型 C2 参考通用编码 15.1 身份证件类型 是 政务公开

专家姓名 EXPERT_NAM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性别 SEX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4 性别 是 政务公开

出生日期 BIRTHDAY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政务公开

职务 DUTY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最高学历 EDUCATION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职称 PROFESSIONAL 字符型 C..50
采用 GB/T 8561-2001 《专业技术职

务代码》
是 政务公开

是否在职 ONWORK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2 是否 是 政务公开

当前工作单位 COMPANY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通讯地址 POST_ADDRESS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邮政编码 POSTCODE 字符型 C6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所属行业 INDUSTRY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4754-2011 《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取 1位行业门类字母码+2

位大类数字码

是 政务公开

所在地区 AREA 字符型 C9
采用 GB/T 2659-2000 《世界各国和

地区名称代码》
是 政务公开

工作年限 WORK_YEAR 数值型 N..2 否 政务公开 单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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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手机 PHONE_NUMBER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其他联系方式 OTHER_NUMBER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是否可用 DMISSON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2 是否 是 政务公开

入库时间 ENTER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政务公开

专家库类别 BASE_TYPE 数值型 C1
1、综合评标专家 2、政府采购评审专

家
是 政务公开

此处只可

填写 1

参评专业编号 MAJOR_CODE 字符型 C..7 参考《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 是 政务公开

是否主评专业 IS_MAIN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2 是否 是 政务公开

当前专家

有多个评

审专业时，

需要设定

其精通的

专业为主

评专业，其

他也可涉

足的专业

设为非主

评专业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否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MAJOR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IS_MAIN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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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mmss 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10.2 评审专家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专家身份证件号码 ID_CARD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11643－1999 《公民身份号

码》
是 政务公开

专家身份证件类型 ID_CARD_TYPE 字符型 C2 参考通用编码 15.1 身份证件类型 是 政务公开

专家姓名 EXPERT_NAM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性别 SEX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4 性别 是 政务公开

出生日期 BIRTHDAY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政务公开

职务 DUTY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最高学历 EDUCATION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职称 PROFESSIONAL 字符型 C..50
采用 GB/T 8561-2001 《专业技术职

务代码》
是 政务公开

是否在职 ONWORK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2 是否 是 政务公开

当前工作单位 COMPANY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通讯地址 POST_ADDRESS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邮政编码 POSTCODE 字符型 C6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所属行业 INDUSTRY 字符型 C3

采用 GB/T 4754-2011 《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取 1位行业门类字母码+2

位大类数字码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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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所在地区 AREA 字符型 C9
采用 GB/T 2659-2000 《世界各国和

地区名称代码》
是 政务公开

工作年限 WORK_YEAR 数值型 N..2 否 政务公开 单位：年

手机 PHONE_NUMBER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其他联系方式 OTHER_NUMBER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否 政务公开

是否可用 DMISSON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2 是否 是 政务公开

入库时间 ENTER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政务公开

专家库类别 BASE_TYPE 数值型 C1
1、综合评标专家 2、政府采购评审专

家
是 政务公开

此处只可

填写 2

参评专业编号 MAJOR_CODE 字符型 C..11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专业分类标准》 是 政务公开

是否主评专业 IS_MAIN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2 是否 是 政务公开

当前专家

有多个评

审专业时，

需要设定

其精通的

专业为主

评专业，其

他也可涉

足的专业

设为非主

评专业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否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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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

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

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10.3 专家信用记录

注：根据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各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管理部门系统中的信用信息数据自动生成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专家身份证件号码 ID_CARD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11643－1999 《公民身份号

码》
是 政务公开

奖惩类型
REWARD_PUNISHMENT

_TYPE
字符型 C1 参考 12.5.1 奖惩或处罚类型 是 政务公开

招标项目（采购项目）

名称

TENDER_PROJECT_NA

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招标项目（采购项目）

编号

TENDER_PROJECT_CO

DE
字符型 C..5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 1 部

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附录 B.3.4

招标项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名称 BID_SECTION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否 社会公开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 1 部

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附录 B.3.5

标段（包）编号

否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案 是 政务公开

监督部门名称 APPROVE_DEPT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监督部门代码 APPROVE_DEPT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构

代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法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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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

规则》

处罚依据 VIOLATING_BASIS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处罚结果 VIOLATING_RESUL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发布日期 PULISH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是 政务公开

限制的行为 CONFINED_ACTION 字符型 C1 参照 12.5.2 限制的行为 是 政务公开

限制行为开始时间 START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是 政务公开

限制行为结束时间 END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否 政务公开

发布人 OPERATOR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发布时间 OPERATE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是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

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

mm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

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11 监管信息数据集

11.1 行政监管事项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项目名称 TENDER_PROJECT_NAM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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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E

项目编号
TENDER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 1 部分：

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附录 B.3.4 招标项

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 1 部分：

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附录 B.3.5 标段

（包）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名称 BID_SECTION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案 是 政务公开

项目类型 PROJECT_TYPE 字符型 C..3 参考公共资源交易分类 4.3 分类类目表 是 社会公开

交易方式 TRADE_TYPE 字符型 C2 参考 13.5.2 交易方式 是 社会公开

交易环节 TRADE_STEP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监管事项 APPROVAL_PROJEC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例如交易方

案的备案、审

批，变更交易

方式的备案、

审批，以及公

告内容的审

核等

监管单位 GOVERMENT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当前监管事

项的责任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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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行政区域 AREA 字符型 C6
采用 GB/T 2260-2007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区划代码》中的市级代码
是 社会公开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LAW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当前监管事

项对应的法

律法规政策

依据

是否通过 IS_PAS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2 是否 是 政务公开

监管意见 CONTEN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监管时间 APPROVAL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政务公开

审批人电子签名 SIGNATURE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

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11.2 项目报警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项目（采购项目）名

称

TENDER_PROJECT_NAM

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招标项目（采购项目）编

号

TENDER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 1 部分：

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附录 B.3.4 招标项
是 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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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目编号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 1 部分：

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附录 B.3.5 标段

（包）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名称 BID_SECTION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案 是 政务公开

项目类型 PROJECT_TYPE 字符型 C..3 参考公共资源交易分类 4.3 分类类目表 是 社会公开

交易方式 TRADE_TYPE 字符型 C2 参考 13.5.2 交易方式 是 社会公开

责任主体名称 BODY_N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责任主体代码 BODY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构代

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是 政务公开

监管单位名称
SUPERVISOR_UNIT_NAM

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报警信息对

应的责任单

位

监管单位代码
SUPERVISOR_UNIT_COD

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构代码

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社会公开

监督节点描述 SUPERVISORY_NOD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报警信息对

应的监督节

点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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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报警等级 ALERT_LEVEL 字符型 C..2 参考 13.5.3 报警等级 是 政务公开

报警时间 ALERT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政务公开

报警信息 ALERT_INFO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是否已处理 HANDLED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2 是否 是 政务公开

处理结果 HANDLE_RESUL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发布日期 PULISH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政务公开

限制的行为 CONFINED_ACTION 字符型 C..2 参考 13.5.1 限制的行为 是 政务公开

限制行为开始时间 START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政务公开

限制行为结束时间 END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政务公开

处理人 OPERATOR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处理结果是否进入信用平

台
ENTER_CREDIT_PLA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2 是否
是 政务公开

处理人电子签名 SIGNATURE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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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

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11.3 投诉信息

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招标项目（采购项目）名

称

TENDER_PROJECT_NAM

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招标项目（采购项目）编

号
TENDER_PROJECT_COD

E
字符型 C20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 1 部分：

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附录 B.3.4 招标项

目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编号 BID_SECTION_CODE 字符型 C23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 1 部分：

交易平台技术规范的附录 B.3.5 标段

（包）编号

是 社会公开

标段（包）名称 BID_SECTION_NAME 字符型 C..5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统一交易标识码 UNIFIED_DEAL_CODE 字符型 C40 参考 3 统一交易标识码编码方案 是 政务公开

投诉者姓名 COMPLAINT_NAME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投诉者电话 COMPLAINT_PHONE 字符型 C..5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投诉者邮箱 COMPLAINT_MAIL 字符型 C..10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被投诉主体名称
COMPLAINTED_BODY_N

AME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被投诉者类别
COMPLAINTED_BODY_T

YPE
字符型 C1 参考主体信息标准 11.4.7 主体类别 是 社会公开

被投诉主体代码 COMPLAINTED_BODY_CO 字符型 C..18 采用 GB11714 -1997《全国组织机构代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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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DE 码编制规则》或 GB 32100-2015 《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

依据和理由 DISSENT_REASON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投诉内容 COMPLAINT_CONTEN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投诉日期 COMPLAINT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社会公开

受理日期 ACCEPT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社会公开

处理结果 HANDLE_RESULT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处理依据 HANDLE_BASIS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处理时间 HANDLE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社会公开

限制的行为 CONFINED_ACTION 字符型 C..2 参考代码集 13.5.1 限制的行为 是 社会公开

限制行为开始时间 START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社会公开

限制行为结束时间 END_DATE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是 社会公开

处理单位 DEALING_UNIT 字符型 C..200 自由文本 是 社会公开
处理投诉的

责任单位

处理结果是否进入信用平

台
ENTER_CREDIT_PLAT 字符型 C1

参考通用编码 15.2 是否编码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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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填项 公开范围 备注

处理人电子签名 SIGNATURE 字符型 C..ul 自由文本 是 政务公开

交易系统标识码 PLATFORM_C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码
PUB_SERVICE_PLAT_C

ODE
字符型 C18

采用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是 政务公开

数据时间戳 DATA_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HHmm

ss

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4 位数时间

戳，由省级服务平台生成
是 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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