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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省信用管理师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省信用管理师协会、广东中天弘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信易融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佛山奥达宇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卓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广东信

联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广州金科企业征信有限公司、深圳市一诺征信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

立业信用服务有限公司、广东通济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惠州市企业诚信建设促进会、肇庆市

诚信建设促进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林国平、胡美香、毕劲、付国兰、周启运、马 毅、冼顺英、冯相

斌、刘忠、马彪、温运灯、潭芸、宋忠臣、金 凤、张卫华、高雁、周敏、王永耀、潘伟权、

苏庆云、朱力翔、李永雄、张永杰、马忠杰、张庆彪、王立华、廖盛华、王晓霞、陈似惠。

本规范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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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管理师执业行为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信用管理师的执业行为规范，为雇主单位提供了信用管理师职业行为评

价的标准依据。

本标准适于雇主单位作为提高信用管理师职业素养的指引，也适用于信用行业组织作为

加强信用管理师自律建设、自我约束的基本准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117-2018 信用 基本术语

GB/T 22119-2017 信用服务机构 诚信评价业务规范

GB/T 35273-2017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22120-2008 企业信用数据项规范

GB/T 23792-2009 信用标准化工作指南

GB/T 26819-2011 信用主体标识规范

GB/T 31950-2015 企业诚信管理体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雇主单位 Employer unit

本标准所称的雇主单位是指依法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机

关和社会组织。

3.2 信用管理师 Credi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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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所称的信用管理师是从事信用风险管理和征信技术业务，包括信用信息的收集、

加工、整理及信用培训、信用咨询、信用管理、信用评估、信用评级、评定、认证等相关业

务，并取得信用管理师专业资格（技能）的专业人员。

4 基本要求

4.1 恪守独立、客观、公正、诚信的原则，提供符合具体法律法规要求的专业服务。

4.2 不得利用执业过程中获取的相关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4.3 敬业勤业，努力掌握从业所应具备的相关专业技能，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

4.4 依法遵守信用信息保密原则，充分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及个人与企业的合法权益。

5 职业行为规范

5.1 敬业勤业

5.1.1 信用管理师应当以法律法规以及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确立自己诚实

守信的行为方式，并以此影响、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保证自己行为无损于信用管

理师职业形象。

5.1.2 信用管理师在执业过程中应做到诚实守信、尊重事实，并坚持诚信履职、诚信服务。

5.1.3 信用管理师执业过程中应本着对雇主单位、客户高度负责的态度，对与信用服务所涉

及的分析、预测及咨询等服务的各个环节及问题进行尽可能全面、详尽、深入地调查研究，

切实履行应尽的职业责任。

5.1.4 信用管理师应遵守雇主单位的保密制度，签署保密协议，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保密义

务。

5.2 合规执业

5.2.1 信用管理师应熟知与其从业行为有关的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雇主单位内部制度，

遵守职业道德，主动识别、控制其执业行为的合规风险，并对执业行为的合规性承担责任。

5.2.2 信用管理师对信息主体开展信用调查服务，不得超出自身业务需求，不正当采集或超

出必要使用范围，过度采集及使用信息主体的信息。

5.2.3 信用管理师应在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雇主单位允许的范围内采集和使用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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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在信用调查结果最终确认之前，信用管理师不可向委托客户或其他相关方披露或公开

任何 有关信用调查的具体进展情况或结论。

5.2.5 信用管理师不得出具含有虚假、严重不实、有偏见的或具有误导性的分析或结论的征

信产品。

5.2.6 信用管理师应当通过合法途径采集相关信用信息，不得以骗取、窃取、胁迫或者其他

不正当手段采集，不得损害个人、企业合法权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

5.2.7 信用管理师应根据雇主单位及委托客户的合法利益行事，不得侵犯或侵占雇主单位或

委托单位的合法权益，不从事损害雇主单位或委托客户合法利益的行为。

5.2.8 信用管理师对其在从业过程中所获知的有关国家秘密、雇主单位及客户的商业秘密、

个人非公开信息，以及其他依据法律法规或雇主单位及委托客户书面约定的保密信息，进行

严格保密，不得损害信息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5.2.9 信用管理师对雇主单位或委托单位违反法律法规的要求应予以拒绝，并应向相关部门

举报，并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

5.3 合理竞争

5.3.1 信用管理师应当尊重同行，同业互助，公平、合法、合理竞争，共同提高执业水平。

5.3.2 信用管理师不诋毁、贬低竞争对手等不正当的方法，招揽业务，而应当尊重竞争对手，

通过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服务质量的途径，推广、开展信用服务。

5.3.3 信用管理师不能向中介人或者推荐人以许诺兑现任何物质利益或者非物质利益的方

式，获得有偿提供信用服务的机会。

5.3.4 未经雇主单位书面同意，信用管理师不得在其他单位兼职，或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

利益。

5.3.5 信用管理师在参与信用服务前及服务过程中，应对自身与信息主体或其他关联方可能

存在的利益冲突进行自查，若存在利益冲突，应当主动向雇主单位申请回避。

5.3.6 信用管理师不得利用在执业中获得雇主单位的内部信息从事与雇主单位存在竞争关

系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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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胜任能力

5.4.1 信用管理师在执业前应当进行必要的再教育和培训，确保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能够胜任所执行的业务。

5.4.2 信用管理师不得对其执业能力、执业经验及其服务活动的作用进行夸张或隐瞒事实、

虚假和误导性宣传。

5.4.3 信用管理师应向雇主单位普及诚信经营理念，宣传诚信文化，推动雇主单位建立和完

善以防范信用风险、提升信用管理能力为中心的信用管理制度。

5.4.4 信用管理师要善于向利用自己的职业技能，对雇主单位现行工作制度、内部控制制度

及流程进行定期检查，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向雇主单位反映并提出解决建议。

6 监督及奖惩

6.1 .监督管理

6.1.1 雇主单位可根据本准则制定相应的培训和执业监督制度，管理本单位信用管理师，督

促从业人员依法合规执业。

6.1.2 信用管理师行业协会应成立自律监察专业委员会，设立信用管理违规举报系统，向社

会公开，同时对举报事项及时进行调查、核实。

6.2 .信用奖惩

6.2.1 自律监察专业委员会，制订和落实信用管理师信用奖惩政策。

6.2.2 对违反本规范的，视情节轻重采取信用惩戒措施，并将信用惩戒信息录入自律监察专

业委员会信用管理师信用信息系统。

6.3.3 对模范执业本规范的，采取信用激励措施，并将信用激励信息录入自律监察专业委员

会信用管理师信用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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