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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工商综合信息查询 

1.1 请求方式： 

• GET  

1.2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必选 类型 说明 

keyword 是 string 企业全名/注册号/机构代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3 正确返回示例 

{ 

    "code": "0", 

    "message": "成功", 

    "data": { 

        "result": "1", 

        "description": "查询成功", 

        "detail": { 

            "companyKey": "0868***479f8", 

            "creditCode": "915***ND06", 

            "regNumber": "520**970", 

            "companyName": "***科技有限公司", 

            "companyCode": "M1***ND0", 

            "businessStatus": "存续", 

            "regType":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companyType": "企业法人", 

            "regDate": "2018-06-28", 

            "legalPerson": "**", 

            "regMoney": "200 万元人民币", 

            "bussinessPeriod": "2018-06-28 至 永续经营", 

            "regOrgName": "贵***局", 

            "areaCode": "5201", 

            "areaName": "贵阳市", 

            "cerValidityPeriod": "2018-06-28 至 永续经营", 

            "phoneNumber": "1***5", 

            "email": "6**2@qq.com", 

            "webSite": "", 

            "address": "贵阳市**** ", 

            "businessScope":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

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

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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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计算机软硬件、网络信息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站建设；企业管理

及咨询；市场调查：数据服务；技术及货物进出口业务（以上国家限制或禁止

的除外）；销售：计算机软硬件、数码产品、通信器材、电子产品及通信设

备、机械设备、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文化用品、办公用品。（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gdInfos": [ 

                { 

                    "gdName": "张**", 

                    "money": "200.00000000 万元", 

                    "property": "自然人股东", 

                    "proportion": "100%" 

                } 

            ], 

            "memberInfos": [ 

                { 

                    "memberName": "王**", 

                    "position": "监事" 

                } 

            ], 

            "branchInfos": [], 

            "investmentInfos": [], 

            "changeInfos": [], 

            "siteRecordInfos": [], 

            "nbDetail": { 

                "nbInfo": { 

                    "companyCode": "M1****D0", 

                    "companyKey": "018***3479f8", 

                    "companyName": "****科技有限公司", 

                    "regNumber": "", 

                    "year": "2018", 

                    "phoneNumber": "151**5", 

                    "postCode": "550081", 

                    "shareTransfer": "0", 

                    "businessStatus": "开业", 

                    "webSite": "0", 

                    "otherShare": "0", 

                    "totalAssets": "企业选择不公示", 

                    "totalEquity": "企业选择不公示", 

                    "totalIncome": "企业选择不公示", 

                    "toalProfit": "企业选择不公示", 

                    "mainIncome": "企业选择不公示", 

                    "netProfit": "企业选择不公示", 

                    "totalTax": "企业选择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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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贵阳市****" 

                }, 

                "dwDbInfos": [], 

                "dwtzInfoList": [], 

                "gdCzInfoList": [ 

                    { 

                        "year": "2018", 

                        "gd": "****", 

                        "rjczeM": "100.00000000", 

                        "rjcze": "100.0000 万元", 

                        "rjczsj": "2038-06-28", 

                        "rjczfs": "货币", 

                        "sjczeM": "0.00000000", 

                        "sjcze": "0.0000 万元", 

                        "czsj": "", 

                        "czfs": "货币" 

                    } 

                ], 

                "gqbgInfoList": [], 

                "webSitInfoList": [], 

                "xgjlInfoList": [] 

            }, 

            "recruitmentInfo": { 

                "companyKey": "0***8", 

                "companyName": "", 

                "companyNature": "", 

                "companySize": "", 

                "companyIndustry": "", 

                "addr": "", 

                "about": "", 

                "contacts": "", 

                "tel": "", 

                "email": "", 

                "webSite": "", 

                "companyStations": [] 

            }, 

            "brandInfo": [], 

            "patent": [], 

            "certification": [], 

            "productCopyright": [], 

            "softwareCopyright": [ 

                { 

                    "companyKey": "***f8", 

                    "regId": "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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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Num": "30200-0000", 

                    "softName": "大****台", 

                    "shortName": "", 

                    "version": "V1.0", 

                    "softAuthor": "贵州*****有限公司", 

                    "country": "中国", 

                    "successDate": "2019-07-23", 

                    "firstDate": "2018-10-15", 

                    "companyName": "贵州****公司" 

                } 

            ], 

            "dishonest": [], 

            "executedPerson": [], 

            "judge": [] 

        } 

    } 

} 

1.4 错误返回示例 

{ 

    "code": "80004", 

    "message": "企业全名/注册号/机构代码/信用代码为空", 

    "data": {} 

} 

1.5 返回参数说明：  

字段 类型 注释 

code string 返回码 

message string 返回码描述 

data json 查询详情 

result string 结果编码 

description string 结果描述描述 

detail 

Object 详情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reditCode string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egNumber string 注册号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businessStatus string 经营状态 

regType string 注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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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注释 

companyType string 机构类型 

regDate string 注册时间 

legalPerson string 法人代表 

regMoney string 注册资金（万元） 

bussinessPeriod string 经营期限 

regOrgName string 注册机构 

areaCode string 区域代码 

areaName string 所属区域 

cerValidityPerio

d 

string 
证书有效期 

phoneNumber string 联系电话 

email string 企业邮箱 

webSite string 企业网站 

address string 地址 

businessScope string 经营范围 

gdInfos（股东信

息） 

gdName string 股东信息 

money string 出资额(万元) 

property string 股东属性 

proportion string 出资比例 

memberInfos（成

员信息） 

memberName string 成员名称 

position string 成员职位 

branchInfos(分支

机构) 

companyKey string 机构主键 

companyCod

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Nam

e 
string 机构名称 

investmentInfos

（对外投资信息） 

companyKey string 机构主键 

companyCod

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Nam

e 
string 机构名称 

changeInfos（变

更信息） 

changeDate string 变更日期 

changeCont

ents 

array 变更内容 

changeItem 
strin

g 

变更事

项 

beforeChange 
strin

g 
变更前 

afterChange 
strin

g 
变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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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注释 

siteRecordInfos

（网站备案信息） 

checkTime string 备案通过时间 

domain string 备案域名 

host 
string 

备案主体（单

位或个人） 

hostType string 主体类型 

recordNumb

er 
string 备案号 

siteHomePa

ge 
string 网站首页地址 

siteName string 网站名称 

businessSt

atus 
string 经营状态 

nbDetail（年报详

情） 

nbInfo（基

本年报信

息） 

companyCo

d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Ke

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

me 

string 

string 
公司名称 

 regNumber string 注册号 

 year string 年份 

 
phoneNumb

er 
string 联系电话 

 postCode string 邮编 

 email string 电子邮件 

 
shareTran

sfer 
string 

是否发生股权

转让（0-否；

1-是） 

 
businessS

tatus 
string 企业经营状态 

 webSite string 

企业是否有网

站（0-否；1-

是） 

 
otherShar

e 
string 

是否有投资或

购买其它公司

股权（0-否；

1-是） 

 employees string 从业人数 

 
totalAsse

ts 
string 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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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注释 

 
totalEqui

ty 
string 

所有者权益合

计 

 
totalInco

me 
string 营业总收入 

 
toalProfi

t 
string 利润总额 

 
mainIncom

e 
string 主营业务收入 

 netProfit string 净利润 

 totalTax string 纳税总额 

 totalDebt string 负债总额 

 address string 公司地址 

 

dwDbInfos

（对外担保

信息） 

year string 年份 

 zcr string 债权人 

 zwr string 债务人 

 zzczl string 主债权种类 

 zzcse string 主债权数额 

 
lxzwqx string 履行债务的期

限 

 bzqj string 保证的期间 

 bzfs string 保证的方式 

 
bzdbfw string 保证担保的范

围 

 

dwtzInfoLi

st（对外投

资信息） 

year string 年份 

 
companyN

ame 

string 企业名称 

 
regNumbe

r 

string 登记证号 

 

gdCzInfoLi

st(股东出

资信息) 

year string 年份 

 gd string 股东 

 rjczeM string 认缴出资额 

 
rjcze string 认缴出资额

（带单位） 

 rjczsj string 认缴出资时间 

 rjczfs string 认缴出资方式 

 sjczeM string 实缴出资额 

 
sjcze string 实缴出资额

（带单位） 

 czsj string 出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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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注释 

 czfs string 出资方式 

 

gqbgInfoLi

st(股权变

更信息) 

year string 年份 

 gd string 股东 

 
qgqbl string 变更前股权比

例 

 
hgqbl string 变更后股权比

例 

 bgsj string 股权变更日期 

 
webSitInfo

List(网站

信息) 

year string 年份 

 type string 类型 

 name string 名称 

 webSite string 网址 

 

xgjlInfoLi

st（修改记

录信息） 

year string 年份 

 xgsx string 修改事项 

 xgq string 修改前 

 xgh string 修改后 

 xgsj string 修改日期 

recruitmentInfo

（招聘信息）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

e 

string 公司名 

companyNat

ure 

string 公司性质 

companySiz

e 

string 公司规模 

companyInd

ustry 

string 所属行业 

addr string 公司地址 

about string 公司简介 

contacts string 公司联系人 

tel string 公司电话 

email string 公司邮件 

webSite string 公司网站 

companySta

tions（岗

位招聘信

息） 

salaryRa

nge 

string 薪资范围 

workingP

roperty 

string 工作性质 

welfare string 福利 

yearsReq string 年限要求 

eduReq string 学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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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注释 

count string 招聘人数 

duty string 岗位职责 

des string 职位描述 

city string 工作城市 

area string 工作地区 

address string 工作详细地址 

phone string 联系电话 

searchCi

ty 

string 搜索地区 

searchCl

ass 

string 搜索类目 

publicDa

te 

string 发布日期 

updateTi

me 

string 更新日期 

brandInfo（企业

商标信息）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regNo string 注册号 

typeNo string 类别号 

applicatio

nDate 

string 申请日期 

name string 申请名 

proposer string 申请人中文名 

proposerAd

dr 

string 申请人中文地

址 

brandAgent string 商标代理人名

称 

branType string 商标类型 

serviceLis

t 

string 服务项目 

brandProce

ss 

string 申请进度 

patent(专利信息)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

e 

string 企业名称 

patentNo string 专利申请号 

patentDate string 申请日期 

patentOpen string 专利公开号 

patentOpen

Date 

string 公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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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注释 

patentName string 发明专利名称 

patentInve

ntor 

string 发明(设计)人 

patentType string 专利类型 

patentAgen

t 

string 代理人 

patentAgen

cy 

string 代理机构 

patentLega

lStatus 

string 法律状态 

patentAppl

icant 

string 申请人 

patentAddr string 地址 

patentCity string 国（省） 

patentPost

Code 

string 邮编 

patentClas

s 

string 分类号 

patentAbst

ract 

string 摘要 

patentImgU

RL 

string 图片路径 

patentProc

ess 

string 图片路径 

patentYear string 专利年份 

certification

（证书信息）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ertNo string  证书编号 

 certStatus string 证书状态 

 
issuedComp

anyName 

string 发证机构名称 

 
expiredDat

e 

string 证书到期时间 

 
certificat

ionProgram 

string 认证项目 

 name string  获证组织名称 

 detailInfo string 证书详情 

 
detailInfo

Url 

string 证书详情链接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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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注释 

productCopyright 

(作品著作权) 

array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regId string 登记号 

regDate string 登记日期 

productNam

e 

string 作品名称 

type string 作品类别 

productAut

hor 

string 著作权人 

completion

Date 

string 创作完成日期 

firstPubli

cationDate 

string 首次发表日期 

companyNam

e 

string 单个著作人名 

softwareCopyrigh

t 

(软件著作权) 

array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regId string 登记号 

typeNum string 分类号 

softName string 软件全名 

shortName string 软件简称 

version string 软件版本号 

softAuthor string 著作权人 

country string 国籍 

successDat

e 

string 著作权登记批

准日期 

firstDate string 首次发表日期 

companyNam

e 

string 单个公司名 

dishonest(失信信

息) 

array 

dishonestI

d 

string 失信Id 

dishonestN

ame 

string 被执行人 

caseCode string 案号 

cardNum string 身份证号码/组

织机构代码 

businessEn

tity 

string 负责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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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注释 

courtName string 执行法院 

areaName string 省份 

gistId string 执行依据文号 

gistUnit string 执行单位 

legalDuty string 法律职责 

regDate string 立案时间 

performanc

e 

string 被执行人的履

行情况 

disruptTyp

eName 

string 被执行人行为

具体情形 

publishDat

e 

string 发布时间 

executedPerson(

被执行人信息) 

array 

court string 执行法院 

name string 被执行人 

num string 案号 

date string 立案时间 

execMoney string 执行标的 

judge(法院判决

书) 
array 

 judgeId string 文书Id 

 title string 标题 

 ch string 审判机构 

 num string 案号 

 content string 内容 

 date string 审判日期 

 

1.6 结果编码说明：  

result 注释 计费与否 

1 查询成功 计费 

2 查无结果 计费 

-1 异常情况 不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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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异常情况说明 

异常情况列举 

服务异常 

参数检查未知错误 

企业全名/注册号/机构代码/信用代码为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