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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瞻云介绍 

前瞻云（https://open.qianzhan.com/）是由深圳企查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企查猫团队推

出的一款企业数据接口服务，旨在用户及合作伙伴更方便的获取企查猫提供的企业数据服务。 

前瞻云提供了涵盖企业的机构信息、主体信息、成员信息、股东信息以及对外投资等全

维度工商数据信息接口，同时也提供了地区代码查询、文档内公司信息快速抽取以及公司名

关键词快速自动提示等常用数据接口。 

企业查询宝（https://open.qianzhan.com/）是企查猫打造的企业信息查询平台，一键可

查询全国企业信息，其数据服务由前瞻云提供。 

前瞻云基于数据演绎光明未来和使市场开放透明的理念，致力于使用领先的数据技术聚

合各类基础数据并深度挖掘其间关联，为提供一个更加规范透明的商业市场环境打下良好基

础；免费与开放理念目的是让开发者更快速构建出基于海量企业数据的各类高阶增值服务。 

2、接口介绍 

前瞻云目前上线的数据类型有（含有但不仅限于）： 

（1） 企业照面信息 

（2） 企业附加信息 

（3） 知识产权 

（4） 招聘信息 

（5） 风险信息 

（6） 其它常用接口 

（7） VIP 专享 

（8） 企业 LBS 

企业照面信息，包括机构信息、主体信息、成员信息以及股东信息等接口。 

企业附加信息，包括企业年报信息、企业招聘信息等接口。 

知识产权，包括专利信息、商标信息、著作权等接口。 

招聘信息，包括企业招聘岗位、招聘企业详情等接口。 

风险信息，包括法院文书，失信信息等。 

其它常用接口，包括获取 token、错误码查询等接口。 

https://open.qianzhan.com/
https://open.qianz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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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专享，包括商标模糊查询、专利模糊查询、企业模糊查询、企业经营信息、企业精

确查询、企业联系信息等。 

企业 LBS，包括附近企业，企业列表信息等 

3、阅读对象 

具有一定开发经验的开发者。 

 

4、应用场景 

 任何有关企业生命周期内的在线服务； 

 任何有关企业数据的挖掘或研究服务。 

 

5、接口调用流程 

通过前瞻云接口获取某公司详细信息的流程如下： 

（1） 通过【获取 token 接口】获得 token，appkey 与 seckey 在【我的产品】-【详情】

获取 https://open.qianzhan.com/datacenter/myapp ； 

 

（2）利用（1）获取的 token，调用其他接口; 

https://open.qianzhan.com/datacenter/my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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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规定（必读） 

（1）凡涉及到中文的参数，都需通过 URL 编码。 

（2）前瞻云每个接口均需要 token这个参数，token会缓存一段时间（一般是 1-2小时），

所有不要每次都请求获取 token 这个接口，可以在本地缓存 token 直到在返回数

据出现 token 失效状态时（状态码为 101、102）再通过获取 token 接口重新获取

token。 

（3）【根据登记证号获取机构信息】返回参数信用代码[creditCode]暂时全部为空。 

（4）最新接口文档将在 https://open.qianzhan.com/news/detail?id=23 下载，或者前往前

瞻云用户交流 QQ 群（367044896）里获取。 

（5）接口示例为测试数据，不一定对应真实数据，接口文档可能出现排版错开问题，

测试接口最好利用测试工具 https://open.qianzhan.com/tool 进行测试 

（6）接口支持 http 与 https 两种格式，请优先选择 https。 

 

7、接口详情 

7.1 企业照面信息 

7.1.1 根据企业名或地区搜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Name string Y 企业名称关键字、机构代码、注册号、

http://qzapi.qianzhan.com/interface/detail?api_uid=OrgCompanyListByNumber
https://open.qianzhan.com/news/detail?id=23
https://open.qianzhan.com/tool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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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areaCode string N 区域代码 

page int Y 页码 

pagesize int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称 

regNumber string 登记证号 

creditCode string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areaCode string 区域代码 

areaName string 区域名称 

companyType string 机构类型 

issueTime string 登记日期 

regOrgName string 登记机关 

bussinessDes string 经营范围 

businessStatus string 经营状态 

faRen string 企业法定代表人 

regM string 注册资本 

regMoney string 注册资本（带单位） 

regType string 主体类型 

address string 公司地址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Name=%E6%B7

%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E

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8F%

B8&areaCode=4403&page=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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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Code": "708461136", 

   "companyKey": "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regNumber": "440301103448669", 

   "areaCode": "4403", 

   "areaName": "深圳市", 

   "companyType": "企业法定代表人", 

   "issueTime": "1998-11-11", 

   "regOrgName": "广东省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bussinessDes":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技术开发、

销售（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并按许可证

B2-20090028 号文办）；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并按许可证

粤 B2-20090059 号文办）；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

营审批等级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网络游戏出版运营（凭有效

的新出网证（粤）字 010 号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许

可经营项目：", 

   "businessStatus": "正常", 

   "faRen": null, 

   "regM": 0, 

"regMoney": 0(元), 

   "regType": null, 

   "address":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 5-10 楼" 

  }, 

…… 

 ] 

} 

 

7.1.2 多条件联合搜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bineIndexSearch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POS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bineIndex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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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Name string N 企业名称 

areaCode string N 区域代码 

faRen string N 法定代表人 

bussinessDes string N 经营范围 

address string N 公司地址 

gd string N 股东 

page int Y 页码 

pagesize int Y 每页返回数据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称 

regNumber string 登记证号 

creditCode string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areaCode string 区域代码 

areaName string 区域名称 

companyType string 机构类型 

issueTime string 登记日期 

regOrgName string 登记机关 

bussinessDes string 经营范围 

businessStatus string 经营状态 

faRen string 企业法定代表人 

regM string 注册资本 

regMoney string 注册资本（带单位） 

regType string 主体类型 

address string 公司地址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bineIndexSearch 

{ 

"token":" 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 ", 

"type":"JSON", 

"companyName":"%E6%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

E%AF%E8%AE%A1%E7%AE%97%E6%9C%BA%E7%B3%BB%E7%BB%9F%E6%9

C%89%E9%99%90%E5%85%AC%E5%8F%B8", 

"area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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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en":"", 

"bussinessDes":"", 

"address":"", 

"gd":"", 

"page":"1", 

"pagesize":"10" 

}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companyCode": "708461136", 

   "companyKey": "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regNumber": "440301103448669", 

   "areaCode": "4403", 

   "areaName": "深圳市", 

   "companyType": "企业法定代表人", 

   "issueTime": "1998-11-11", 

   "regOrgName": "广东省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bussinessDes":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技术开发、

销售（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并按许可证

B2-20090028 号文办）；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并按许可证

粤 B2-20090059 号文办）；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

营审批等级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网络游戏出版运营（凭有效

的新出网证（粤）字 010 号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许

可经营项目：", 

   "businessStatus": "正常", 

   "faRen": null, 

   "regM": 0, 

"regMoney": 0(元), 

   "regType": null, 

   "address":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 5-10 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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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股东信息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GDDetail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Key string Y 企业全名或公司主键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gdName string 股东名 

money string 出资金额 

property string 股东属性 

proportion string 出资比例 

unit string 单位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GDDetail?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Key=48cb7705

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companyCode": "", 

http://qzapi.qianzhan.com/interface/detail?api_uid=CompanyGDDetail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GD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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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Key": "c805ae8fb472217848dceb38e0ee1eef", 

   "gdName": "马化腾", 

   "money": 3528.5705, 

   "property": "自然人", 

   "proportion": 54.2857, 

   "unit": "万元" 

  }, 

…… 

] 

} 

 

7.1.4 成员信息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GetDtlMgrInfo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Key string Y 企业全名或公司主键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memberName string 股东 

position string 职位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GetDtlMgrInfo?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Key=48cb7705

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Json 返回示例 

http://qzapi.qianzhan.com/interface/detail?api_uid=GetDtlMgrInfo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GetDtlMgr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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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memberName": "马化腾", 

   "position": "总经理" 

  }, 

…… 

] 

} 

 

7.1.5 变更信息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UpdateSelectPage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Key string Y 企业全名或公司主键 

page int Y 页码 

pagesize int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 

changeInfo 

变更信息 

date  string 变更日期 

content 

变更内容 

bgsx string 变更事项 

bgq string 变更前 

http://qzapi.qianzhan.com/interface/detail?api_uid=CompanyUpdateSelectPage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UpdateSelec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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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h string 变更后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UpdateSelectPage?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Key=48cb7705

bcd8c9d7429f792f60ebc998&page=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9",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companyKey": "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changeInfo": [ 

   { 

    "date": "2014-12-05", 

    "content": [ 

     { 

      "bgsx": "注册资本(万元)", 

      "bgq": "人民币 3000.0000 万元", 

      "bgh": "人民币 6500.0000 万元" 

     }, 

     { 

      "bgsx": "股东", 

      "bgq": " 许 晨 晔 342.8580( 万 元 )11.4286% 张 志 东

685.7130(万元)22.8571%陈一丹 342.8580(万元)11.4286%马化腾 1628.5710(万

元)54.2857%", 

      "bgh": " 马化腾 3528.5705( 万元 )54.2857% 陈一丹

742.8590(万元)11.4286%许晨晔 742.8590(万元)11.4286%张志东 1485.7115(万

元)22.8571%" 

     }, 

     { 

      "bgsx": "章程", 

      "bgq": "章程备案", 

      "bgh": "章程备案"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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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对外投资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InvestedCompany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Name string Y 企业名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称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InvestedCompany?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Name=%E6%B

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

%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

8F%B8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http://qzapi.qianzhan.com/interface/detail?api_uid=InvestedCompany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InvestedCompany


接口说明文档                                                                      前瞻云数据 

   "companyCode": "671714688", 

   "companyKey": "8b6060a1f358cf0cfd4bb37b3bae271b", 

   "companyName": "优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 

} 

 

7.1.7 分支机构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BranchSelectPage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Name string Y 公司名称 

page int Y 页码 

pagesize int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BranchSelectPage?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Name=%E6%B7

%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E

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8F%

B8&page=1&pagesize=10 

http://qzapi.qianzhan.com/interface/detail?api_uid=CompanyBranchSelectPage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BranchSelec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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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companyCode": "696642246", 

   "companyKey": "0b725038de3c93a3d546d4cbd6018fc1",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驻福州办事处", 

  }, 

  …… 

] 

} 

 

7.1.8 域名备案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RegisterSelectPage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Key string Y 企业全名或公司主键 

page int Y 页码 

pagesize int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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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Record 

备案记录 

checkTime string 备案通过时间 

domain string 备案域名 

host string 备案单位/个人 

hostType string 主体类型 

recordNumber string 备案号 

siteHomePage string 网站首页地址 

siteName string 网站名称 

operatingStatus string 经营状态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RegisterSelectPage?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Key=48cb7705

bcd8c9d7429f792f60ebc998&page=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287",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companyKey": "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domainRecord": [ 

   { 

    "checkTime": "2016-09-05", 

    "domain": "7888.com", 

    "host":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hostType": "企业", 

    "recordNumber": "粤 B2-20090059-188", 

    "siteHomePage": "izhuye.7888.com", 

    "siteName": "彩票", 

    "operatingStatus": "正常", 

   }, 

   ...... 

  ] 

 } 

} 

 

 

7.1.9 根据企业全名获取机构信息 

 接口地址 

http://qzapi.qianzhan.com/interface/detail?api_uid=OrgCompanyListByCompany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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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ListByCompanyName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Name string Y 企业全名、机构代码、注册号、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单数据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Key string 机构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称 

companySize string 公司规模 

regNumber string 登记证号 

areaCode string 区域代码 

provinceName string 所属省份 

areaName string 区域名称 

regOrgName string 登记机关 

companyType string 机构类型 

creditCode string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issueTime string 证书生效日期 

invalidTime string 证书失效日期 

phoneArea string 电话区号 

phone string 联系电话 

email string 企业邮箱 

website string 企业网站 

tradedic string 所属行业 

address string 公司地址 

faRen string 法定代表人 

regMoney string 注册资本 

regType string 注册类型 

regDate string 注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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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tring 经营期限 

chkDate string 核实日期 

yearChk string 最近年检 

cerValidityPeriod string 证书有效期 

businessStatus string 经营状态 

bussinessDes string 经营范围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ListByCompanyName

?token=83b5173e0a9c1d47350a95fdd6a64092&type=JSON&companyName=%E6

%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

%97%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

E5%8F%B8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companyCode": "708461136", 

  "companyKey": "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companySize": "500-1000 人", 

  "regNumber": "440301103448669", 

  "areaCode": "4403", 

  "areaName": "深圳市", 

  "regOrgName": "", 

  "companyType": "企业法定代表人", 

  "creditCode": "91440300708461136T", 

  "issueTime": "1998-11-11", 

  "invalidTime": "2018-11-11", 

  "phoneArea": "0755", 

  "phone": "0755-86013388", 

  "email": "landyzhang@tencent.com", 

  "webSite": "http://www.qq.com/", 

  "tradedic": { 

   "631": "电信", 

   "6420": "互联网信息服务", 

   "6510": "软件开发", 

   "6520":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6530":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7320":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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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 5-10 楼", 

  "faRen": "马化腾", 

  "regMoney": "6500(万元)", 

  "regType": "有限责任公司", 

  "regDate": "1998-11-11", 

  "bussiness": "1998-11-11 至 2018-11-11", 

  "chkDate": "2016-11-11", 

  "yearChk": "2012", 

  "cerValidityPeriod": "1998-11-11 至 2018-11-11", 

  "businessStatus": "存续", 

  "bussinessDes":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技术开发、销

售（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并按许可证

B2-20090028 号文办）；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并按许可证

粤 B2-20090059 号文办）；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

营审批等级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网络游戏出版运营（凭有效

的新出网证（粤）字 010 号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许

可经营项目：" 

 } 

} 

 

7.1.10 根据企业主键获取机构信息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ListByCompanyKey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Key string Y 公司主键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http://qzapi.qianzhan.com/interface/detail?api_uid=OrgCompanyListByCompanyCode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ListByCompany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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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单数据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Key string 机构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称 

regNumber string 登记证号 

areaCode string 区域代码 

areaName string 区域名称 

regOrgName string 登记机关 

creditCode string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issueTime string 证书生效日期 

invalidTime string 证书失效日期 

companyType string 机构类型 

address string 公司地址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ListByCompanyKey?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Key=48cb7705

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companyCode": "708461136", 

  "companyKey": "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regNumber": "440301103448669", 

  "areaCode": "4403", 

  "areaName": "深圳市", 

  "regOrgName": "广东省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creditCode": "91440300708461136T", 

  "issueTime": "1998-11-11", 

  "invalidTime": "2017-12-08", 

  "companyType": "企业法定代表人", 

  "address":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 5-10 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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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1 根据企业主键获取主体信息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GetDtlInfoByCompanyKey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Key string Y 公司主键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单数据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称 

regNumber string 登记证号 

faRen string 企业法定代表人 

bussinessDes string 经营范围 

regMoney string 注册资本 

factMoney string 实出资本 

regType string 主体类型 

regDate string 注册日期 

bussiness string 经营期限 

chkDate string 核准日期 

yearChk string 年检日期 

businessStatus string 经营状态 

address string 公司地址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GetDtlInfoByCompanyKey?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Key=48cb7705

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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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companyCode": "708461136", 

  "companyKey": "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regNumber": "440301103448669", 

  "faRen": "马化腾", 

  "bussinessDes":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技术开发、销

售（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并按许可证

B2-20090028 号文办）；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并按许可证

粤 B2-20090059 号文办）；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

营审批等级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网络游戏出版运营（凭有效

的新出网证（粤）字 010 号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许

可经营项目：", 

  "regMoney": "6500(万元)", 

  "factMoney": "", 

  "regType": "有限责任公司", 

  "regDate": "1998-11-11", 

  "bussiness": "1998-11-11 至 2018-11-11", 

  "chkDate": "2016-01-19", 

  "yearChk": "2012", 

  "businessStatus": "正常", 

  "address":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 5-10 楼", 

  } 

} 

 

7.2 企业附加信息 

7.2.1 企业年报列表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NBList 

 

 支持格式 

JSON/XML 

 

http://qzapi.qianzhan.com/interface/detail?api_uid=CompanyNBDetail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NB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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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Key string Y 公司主键 

year int N 年份，(不填默认返回所有年份)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year string 年份 

runStatus string 企业经营状态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NBList?token=8bceb4a23

61c633c5d2c195bac0b74b1&type=JSON&companyKey=48cb7705bcd8c9d7429f79

2f60ebc998&year=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3",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year": "2016", 

   "runStatus": "存续" 

  }, 

  { 

   "year": "2015", 

   "runStatus": "存续" 

  }, 

  { 

   "year": "2014", 

   "runStatus": "存续" 

  } 

 ] 

}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NBList?token=8bceb4a2361c633c5d2c195bac0b74b1&type=JSON&companyKey=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year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NBList?token=8bceb4a2361c633c5d2c195bac0b74b1&type=JSON&companyKey=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year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NBList?token=8bceb4a2361c633c5d2c195bac0b74b1&type=JSON&companyKey=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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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企业年报信息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NBDetail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Key string Y 公司主键 

year int Y 年份，(不填随机返回一年份数据)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nbInfo 

年报信息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regNumber string 注册号 

year string 年份 

phone string 联系电话 

postCode string 邮编 

mail string 电子邮件 

shareTransfer string 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

生股东股权转让 (0 否  1 

是) 

runStatus string 企业经营状态 

webSite string 是否有网站或网点 (0 否 1 

是) 

otherShare string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

公司股权 (0 否 1 是) 

members string 从业人数 

totalAssets string 资产总额 

totalEquity string 所有者权益合计 

http://qzapi.qianzhan.com/interface/detail?api_uid=CompanyNBDetail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NBDetail


接口说明文档                                                                      前瞻云数据 

totalIncome string 营业总收入 

toalProfit string 利润总额 

mainIncome string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netProfit string 净利润 

totalTax string 纳税总额 

totalDebt string 负债总额 

address string 企业地址 

dwtgbzdbInfo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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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wtzInfoList 

对外投资集合 

year string 年份 

company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regNumber string 登记证号 

gdCzInfoList 

股东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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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zfs string 出资方式 

gqbgInfoList 

股权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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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InfoList 

网站集合 

year string 年份 

type string 类型 

name string 名称 

webSite string 网址 

xgjlInfoList 

修改记录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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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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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NBDetail?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Key=48cb7705

bcd8c9d7429f792f60ebc998&year=2015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nbInfo": { 

   "companyCode": "708461136", 

   "companyKey": "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regNumber": "440301103448669", 

   "year": "2015", 

   "phone": "0755-86013388", 

   "postCode": "518057", 

   "mail": "landyzhang@tencent.com", 

   "shareTransfer": 0, 

   "runStatus": "登记成立", 

   "webSite": 1, 

   "otherShare": 1, 

   "members": "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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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Debt": "企业选择不公示", 

   "address":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 5-10 楼", 

   }, 

  "dwtgbzdbInfoList": [], 

  "dwtzInfoList": [ 

   { 

    "year": "2015", 

    "companyName": "深圳市世纪腾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regNumber": "4403011066509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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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dCzInfoList": [ 

   { 

    "year": "2015", 

    "gd": "陈一丹", 

    "rjczeM": 742.859, 

    "rjcze": "742.8590 万元", 

    "rjczsj": "1998-11-11", 

    "rjczfs": "货币", 

    "sjczeM": 742.859, 

    "sjcze": "742.8590 万元", 

    "czsj": "1998-11-11", 

    "czfs": "货币" 

   }, 

   …… 

  ], 

  "gqbgInfoList": [], 

  "wwInfoList": [ 

   { 

    "year": "2015", 

    "type": "网站", 

    "name": "腾讯网", 

    "webSite": "http://www.qq.com/" 

   }, 

   …… 

  ], 

  "xgjlInfoList": [] 

  } 

} 

 

 

 

7.2.3 企业招聘信息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QZEmployQuery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http://qzapi.qianzhan.com/interface/detail?api_uid=CompanyNBDetail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QZEmploy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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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Key string Y 公司主键 

page int Y 页码 

pagesize int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 

companyNature string 公司性质 

companySize string 公司规模 

company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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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Stati

ons 

招聘岗位信

息 

jobTitle string 职位名称 

type string 职能类别 

keys string 职能关键字 

salaryRange string 薪资范围 

workingProperty string 工作性质 

welfare string 福利 

yearsReq string 年限要求 

eduReq string 学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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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rchCity string 搜索地区 

searchClass string 搜索类目 

publicDate string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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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Time string 更新日期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QZEmployQuery? 

token=30547b942ec541a5e30d057f833e2e80&type=JSON&companyKey=48cb770

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page=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1856",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companyKey": "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companyNature": "民营公司", 

  "companySize": "500-1000 人", 

  "companyIndustry": "互联网/电子商务", 

  "addr": "深圳市高新科技园南区高新南一道飞亚达大厦 10 楼(邮编：

518057)", 

  "about": "腾讯公司于 1998 年 11 月在深圳成立，是中国最早也是目前中

国市场上最大的互联网即时通信软件开发商。1999 年 2 月，腾讯正式推出第一

个即时通信软件---“腾讯 QQ”；并于 2004 年 6 月 16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股票代号 700）。成立 7 年多以来，腾讯一直以追求卓越的技术为导向，始终

处于稳健、高速发展的状态。QQ 超过 5.490 亿（截止到 2006 年 6 月 30 日）

注册帐户的庞大受众群体现了腾讯对强负载大流量网络应用和各类即时通信

应用的技术实力。腾讯已经初步完成了面向在线生活产业模式的业务布局，构

建了 QQ、QQ.com、QQ 游戏以及拍拍网这四大网络平台，分别形成了规模巨

大的网络社区。在满足用户信息传递与知识获取的需求方面，我们有 QQ.Com

门户、QQ 即时通讯工具以及年初收购的 Foxmail 电子邮件；满足用户群体交流

和资源共享的方面，腾讯推出的个人博客Q-Zone 将与我们访问量极大的论坛、

聊天室、QQ 群相互协同；在满足用户个性展示和娱乐服务方面，腾讯拥有非

常成功的虚拟形象产品 QQshow、QQpet（宠物）和 QQGame（游戏）

QQMusic/Radio/LiveTV(音乐/电台/电视直播)产品，另外对手机用户提供彩铃、

彩信等无线增值业务；在满足用户的交易需求方面，专门为腾讯用户所设计开

发的 c2c 电子商务平台拍拍网已经上线，并和整个社区平台无缝整合。目前，

腾讯正逐步实现“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的远景目标。", 

  "cotacts": "", 

  "tel": "", 

  "email": "", 

  "webSite": "http://www.tencent.com", 

  "companyStations": [ 

   { 

    "jobTitle": "TEG01-腾讯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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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客服专员/助理", 

    "keys": "", 

    "salaryRange": "", 

    "workingProperty": "", 

    "welfare": "", 

    "yearsReq": "1 年经验", 

    "eduReq": "大专", 

    "count": 20, 

    "duty": "", 

    "des": "职位描述：岗位职责:负责通过网络处理腾讯用户的咨询、

投诉、建议，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准确记录用户信息，按照规定

的流程、标准正确记录用户的需求和建议，帮助用户解决问题，保证客户的满

意度。岗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文科类专业优先考虑；具有客服工作经验者

优先考虑；普通话标准，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沟通技巧，灵活性强；具

有良好的服务意识，有较好的情绪管控能力，对客服工作有一定认知；掌握基

本的 Office 办公软件（如 Outlook、Excel）应用，打字速度 50 字/分钟；学习

能力强，善于团队合作，较好的抗压能力，能适应轮班的工作安排；工作认真

负责，善于发现工作上的问题并能提出改进意见；腾讯游戏高级玩家优先（DNF、

CF、LOL 等）。", 

    "city": "成都", 

    "area": "", 

    "addr": "", 

    "phone": "", 

    "searchCity": "成都", 

    "searchClass": "客服及支持", 

    "publicDate": "2016-12-12", 

    "updateTime": "2016-09-30" 

   }, 

…… 

] 

  } 

} 

 

7.2.4 税号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TaxNumQuery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TaxNum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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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input string Y 公司全名或纳税人识别号 

page int Y 页码 

pagesize int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 

creditCode string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taxNum string 纳税人识别号 

companyType string 机构类型 

businessStatus string 企业状态 

fanRen string 法定代表人 

address string 企业地址 

phone string 企业联系方式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TaxNumQuery?token=dcfe25c721f

2df9bbf941a36ac725440&type=JSON&input=91440300708461136T&page=1&pag

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59",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creditCode": "91440300708461136T", 

            "taxNum": "440300708461136", 

            "companyType": "企业法定代表人", 

            "businessStatus": "存续", 

            "address":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 5-10 楼", 

            "phone": "0755-86013388", 

    "faRen": "马化腾",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TaxNumQuery?token=dcfe25c721f2df9bbf941a36ac725440&type=JSON&input=91440300708461136T&page=1&pagesize=10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TaxNumQuery?token=dcfe25c721f2df9bbf941a36ac725440&type=JSON&input=91440300708461136T&page=1&pagesize=10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TaxNumQuery?token=dcfe25c721f2df9bbf941a36ac725440&type=JSON&input=91440300708461136T&page=1&pagesiz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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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3 知识产权 

7.3.1 企业商标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BrandList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Key string Y 企业全名或公司主键 

page int Y 页码 

pagesize int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regNo string 注册号 

typeNo string 类别号 

applicationDate string 申请日期 

name string 申请名 

proposer string 申请人中文名 

proposerAddr string 申请人中文地址 

imgUrl string 商标图片路径 

brandAgent string 商标代理人名称 

branType string 商标类型 

serviceList string 服务项目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Bran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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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Process string 申请进度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BrandList?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Key=79692494

b0615616799fff7d52e7aaba&page=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companyKey": "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regNo": "9946420", 

   "typeNo": "9", 

   "applicationDate": "2011-09-08", 

   "name": "圣龙骑士", 

   "proposer": "北京优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

统有限公司 上海炫动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proposerAddr":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38 号楼 1009 室（创意

产业聚集区）", 

   "imgUrl": 

"http://img10.qianzhan123.com/Brand/420/9946420.jpg", 

   "brandAgent": "北京金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branType": "科学仪器", 

   "serviceList": "电子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0902);记录、记数检测器

(0905);量具(0906);信号器具(0910);通讯导航设备(0913);音像设备(0923);摄影、

电影用具及仪器(0924);", 

   "brandProcess": "变更商标申请人/注册人名义/地址中-2016年02

月 26 日;变更商标申请人/注册人名义/地址完成-2015 年 12 月 28 日;变更商标

申请人/注册人名义/地址中-2014 年 11 月 04 日;商标注册申请完成-2014 年 01

月 24 日;注册申请部分驳回-2013 年 12 月 13 日;注册申请初步审定-2013 年 12

月 06 日;注册申请部分驳回-2013 年 12 月 03 日;打印驳回或部分驳回通知书

-2013 年 10 月 08 日;商标注册申请中-2011 年 09 月 08 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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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企业专利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PatentList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Key string Y 企业全名或公司主键 

page int Y 页码 

pagesize int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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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entOpenDate string 公开日 

patentName string 发明专利名称 

patentInventor string 发明(设计)人 

patentType string 专利类型 

patentAgent string 代理人 

patentAgency string 代理机构 

patentLegalStatus string 法律状态 

patentApplicant string 申请人 

patentAddr string 地址 

patentCity string 国（省） 

patentPostCode string 邮编 

patentClass string 分类号 

patentAbstract string 摘要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Paten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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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ImgURL string 图片路径 

patentProcess string 图片路径 

patentYear string 专利年份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PatentList?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Key=79692494

b0615616799fff7d52e7aaba&page=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companyKey": "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patentNo": "CN200810125798.7", 

   "patentDate": "2008.06.25", 

   "patentOpen": "CN101303734B", 

   "patentOpenDate": "2011.06.22", 

   "patentName": "图片检测系统及方法", 

   "patentInventor": "付立波;王建宇;陈波;杨干荣;", 

   "patentType": "发明", 

   "patentAgent": "谢安昆;宋志强;", 

   "patentAgency": "北京德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1018;北京德琦

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1018;", 

   "patentLegalStatus": "授权", 

   "patentApplicant":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patentAddr": "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 5-10

层;", 

   "patentCity": "", 

   "patentPostCode": "", 

   "patentClass": "G06K9/62", 

   "patentAbstract": "本发明揭示一种图片检测系统及方法，所述图片检

测系统包括：特征数据库，用于存储图片不变特征黑名单；图片匹配模块，用

于存储图片黑名单，接收被检测图片并比较所述被检测图片是否与黑名单的图

片匹配；图片检测模块，计算所述不匹配的被检测图片的置信值并判断所述被

检测图片的置信值是否达到标准；结果处理模块，用于将置信值未达到标准的

被检测图片发送人工审核。所述图片检测方法通过步骤：建立图片黑名单；接

收被检测图片并比较所述被检测图片是否与黑名单的图片匹配；计算所述不匹

配的被检测图片的置信值并判断所述被检测图片的置信值是否达到标准；将置

信值未达到标准的被检测图片发送人工检测；实现区分合法图片和非法图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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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patentImgURL": "/57/5798/CN200810125798.jpg", 

   "patentProcess": "20081112 公开;20090107 实质审查的生效;20090422

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转移;20090422 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转移;20110622 授

权", 

"patentYear": "2015" 

  }, 

  …… 

] 

} 

 

 

7.3.3 企业证书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CertificationInfoList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Key string Y 企业全名或公司主键 

page int Y 页码 

pagesize int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ertNo string  证书编号 

certStatus string 证书状态 

issuedCompanyName string 发证机构名称 

expiredDate string 证书到期时间 

certificationProgram string 认证项目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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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string  获证组织名称 

detailInfo string 证书详情 

detailInfoUrl string 证书详情链接地址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ertificationInfoList?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Key=7969249

4b0615616799fff7d52e7aaba&page=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companyKey": "79692494b0615616799fff7d52e7aaba", 

   "certNo": "17W2015ITSM031R0MZW", 

   "certStatus": "有效", 

   "issuedCompanyName": "英标管理体系认证（北京）有限公司", 

   "expiredDate": "2019-02-13", 

   "certificationProgram":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 

   "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detailInfo": "<p><h2> 证 书 信 息  </h2></p><table 

id=\"cert_info\"><tr><td>证书编号</td><td>17W2015ITSM031R0MZW</td><td>

证 书 状 态 </td><td> 有 效 </td></tr><tr><td> 颁 证 日 期

</td><td>2016-02-14</td><td> 证 书 到 期 日 期

</td><td>2019-02-13</td></tr><tr><td> 初 次 获 证 日 期

</td><td>2016-02-14</td><td> 信 息 上 报 日 期

</td><td>2016-03-18</td></tr><tr><td>认证项目</td><td>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

系 认 证 </td><td> 认 证 依 据 </td><td>GB/T24405.1-2009/ISO/IEC 

20000-1:2005</td></tr><tr><td> 监 督 次 数 </td><td>0</td><td> 再 认 证 次 数

</td><td>0</td></tr><tr><td>认证覆盖的业务范围</td><td colspan=\"3\">由腾

讯云为客户提供云计算服务、托管服务和灾备服务的 IT 服务管理。 - The IT 

service management of cloud computing services, hosting services and disaster 

recovery services by Tencent Cloud.</td></tr><tr><td>是否覆盖多场所</td><td 

colspan=\"3\"> 是 </td></tr><tr><td> 认证覆盖的场所名称及地址 </td><td 

colspan=\"3\">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

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 5-10 楼 中国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高新区科技中

一路 万利达科技大厦 13 层；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北京海淀区上地三街 9 号 B 座 B1103 室 中国 北京 海淀区 海淀大街 38

号 银科大厦20楼</td></tr><tr><td>证书使用的认可标识</td><td>\t\t\t    其

他 \t\t\t   </td><td> 证 书 附 件 下 载 </td><td><a 

href=\"http://cx.cnca.cn:80/rjwcx/downFile.jsp?filename=14574209430659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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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SJSBFJ/2016/103010\">17W 2015 ITSM 031 R0 

MZW.pdf</a></td></tr><tr><td> 变更类别 </td><td> 其他 </td><td> 变更日期

</td><td>2016-03-18</td></tr></table><h2> 获证 组织 基 本信 息 </h2><table 

id=\"org_info\"><tr><td>组织名称</td><td>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td><td>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td><td>708461136</td></tr><tr><td>所在国别地区 </td><td>中国  广东省

</td><td>本证书体系覆盖人数</td><td>5</td></tr><tr><td>组织地址</td><td 

colspan=\"3\">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 5-10 楼；中国广东

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中一路万利达科技大厦 13 层</td></tr></table><h2>

发证机构信息</h2><table id=\"cert_org_info\"><tr><td>机构名称</td><td>英标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 北 京 ） 有 限 公 司 </td><td> 机 构 批 准 号

</td><td>CNCA-RF-2008-17</td></tr><tr><td> 有 效 期

</td><td>2016-12-17</td><td> 电话  </td><td>010-85073000</td></tr><tr><td>

地址</td><td colspan=\"3\">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24 号东海中心 2008

室 </td></tr><tr><td> 网 址  </td><td 

colspan=\"3\">www.bsigroup.cn</td></tr><tr><td> 业 务 范 围 </td><td 

colspan=\"3\"><p><dl><dt>自愿性工业产品认证</dt><dd>PV16 白炽灯泡或放

电灯、弧光灯及其附件；照明设备及其附件；其他电气设备及其零件

</dd><dd>PV17 仪器设备</dd><dt>管理体系认证</dt><dd>A01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dd><dd>A02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dd><dd>A03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dd><dd>A05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dd><dd>A06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

体系认证</dd><dd>A09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dd><dd>PV02 矿和矿物；电力、

可燃气和水</dd><dd>PV04 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dd><dd>PV06 化工类产

品 </dd><dd>PV07 建 材 产 品 </dd><dd>PV10 金 属 材 料 及 金 属 制 品

</dd><dd>PV11 机械设备及零部件 </dd><dd>PV12 电子设备及零部件

</dd><dd>PV13 电动机、发电机、发电成套设备和变压器</dd><dd>PV14 配电

和控制设备及其零件；绝缘电线和电缆；光缆</dd><dd>PV15 蓄电池、原电池、

原电池组和其他电池及其零件</dd></dl></p></td></tr></table>\t\t<h2>证书变

化 历 史 轨 迹 </h2><table id=\"cert_history\" 

data-options=\"striped:true,fitColumns:true,singleSelect:true,\t\t\tnowrap:true\">

<thead><tr><th data-options=\"field:'row',align:'center'\"> 序 号 </th><th 

data-options=\"field:'apprAcCodeName',width:30,align:'center'\"> 认 证 活 动

</th><th data-options=\"field:'sumDesc',width:70,align:'left'\">概要描述</th><th 

data-options=\"field:'activeDate',width:40,align:'center'\"> 发 生 日 期 </th><th 

data-options=\"field:'checkGroup',width:100,align:'left'\"> 审 核 组

</th></tr></thead><tbody><tr><td>2</td><td>变更</td><td>变更内容：其他；

<p>变更日期：2016-03-18；</p></td><td>2016-03-18</td></tr><tr><td>1</td><td>

初次审核</td><td>2016-01-14 -- 2016-01-27</td><td>王永霞（2013-2-NITS20008，

其他，初审一阶段）<p>王永霞（2013-2-NITS20008，其他，初审二阶段）</p><p>

刘 春 艳 （ 2013-1-NITS20007 ， 其 他 ， 初 审 二 阶 段 ） </p><p> 刘 辉

（ 2015-N1ITSMS-1011005 ， 其 他 ， 初 审 二 阶 段 ） </p><p> 金 立 艳

（ 2015-N1ITSMS-1032256 ， 其 他 ， 初 审 二 阶 段 ） </p><p> 姚 修 杰

（2015-N1ITSMS-1055357，其他，初审二阶段）</p></td></tr></tbody></table>", 

   "detailInfo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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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x.cnca.cn/rjwcx/web/cert/show.do?rzjgId=CNCA-RF-2008-17&certNo=17

W2015ITSM031R0MZW&checkC=-1136000426" 

 

  }, 

…… 

 ] 

} 

 

7.3.4 作品著作权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ProductCopyrightList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Key string Y 企业全名或公司主键 

page int Y 页码 

pagesize int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regId string 登记号 

regDate string 登记日期 

productName string 作品名称 

type string 作品类别 

productAuthor string 著作权人 

completionDate string 创作完成日期 

firstPublicationDate string 首次发表日期 

companyName string 单个著作人名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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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ProductCopyrightList?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Key=79692494

b0615616799fff7d52e7aaba&page=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companyKey": "79692494b0615616799fff7d52e7aaba", 

   "regId": "2010-F-025994", 

   "regDate": "2010-05-05", 

   "productName": "《洛克王国》儿童社区-洛克角色形象", 

   "type": "美术", 

   "productAuthor":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completionDate": "2009-11-15", 

   "firstPublicationDate": "1900-01-01",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 

  …… 

] 

} 

 

 

7.3.5 软件著作权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SoftwareCopyrightList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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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Key string Y 企业全名或公司主键 

page int Y 页码 

pagesize int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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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ssDate string 著作权登记批准日期 

firstDate string 首次发表日期 

companyName string 单个公司名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SoftwareCopyrightList?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Key=79692494

b0615616799fff7d52e7aaba&page=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companyKey": "79692494b0615616799fff7d52e7aaba", 

   "regId": "2010SR053456", 

   "typeNum": "69000-0000", 

   "softName": "腾讯《生化战场》游戏软件", 

   "shortName": "WOZ", 

   "version": "V1.0", 

   "softAuthor":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country": "中国", 

   "successDate": "2010-10-14", 

   "firstDate": "1900-01-01",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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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7.3.6 商标详情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BrandDetail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regNo string Y 商标注册号 

typeNo string N 商标分类号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单数据 

regNo string 注册号 

typeNo string 类别号 

applicationDate string 申请日期 

trialDate string 初审日期 

registDate string 注册日期 

useStartDate string 使用开始日期 

useEndDate string 使用结束日期 

name string 申请名 

proposer string 申请人中文名 

proposerAddr string 申请人中文地址 

imgUrl string 商标图片路径 

brandAgent string 商标代理人名称 

branType string 商标类型 

brandStatus string 商标状态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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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List string 商品/服务列表 

brandProcess string 商标流程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BrandDetail? 

token=90f24493277aeaeea584928afc6a4c23&type=JSON&regNo=290001&typeNo

=7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regNo": "290001", 

   "typeNo": "7", 

   "applicationDate": "1986-09-16", 

   "trialDate": "1987-03-20", 

   "registDate": "2007-06-20", 

   "useStartDate": "2007-06-20", 

   "useEndDate": "2017-06-19", 

   "name": "TAMROCK", 

   "proposer": "桑维克矿业及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SANDVIK MINING AND 

CONSTRUCTIONOY", 

   "proposerAddr": "芬兰坦佩雷市菲提苏伦卡图 9 号 PIHTISULUNKATU 

9,33330 TAMPERE,FINLAND", 

   "imgUrl": "http://img10.qianzhan123.com/Brand/001/290001.jpg", 

   "brandAgent": "中原信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branType": "机械设备", 

   "brandStatus": "商标变更完成", 

   "serviceList": "地质勘探、采矿、选矿用机械(0730);", 

   "brandProcess": "商标变更待审中-2007年08月15日;变更商标申请人

/注册人名义/地址中-2007 年 08 月 15 日;商标续展中-2007 年 06 月 14 日;商标

续展完成-2008 年 01 月 15 日;商标变更完成-2008 年 03 月 11 日;商标续展待审

中-2007 年 06 月 14 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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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多条件商标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OrgCompanyBrandCombineSearch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POS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name string N 商标名称 

proposer string N 申请人名称 

regNo string N 商标注册号 

typeNo string  N 商标分类号 

brandStatus string N 商标状态 

searchType string N 搜索类型 

page string Y 页码 

pagesize string Y 每页返回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单数据 

proposerList string 申请人列表 

statusList string 商标状态列表 

brandlist 

商标列表 

name string 商标名称 

regNo string 商标注册号 

typeNo string 商标分类号 

proposer string 申请人 

imgUrl string 商标图片路径 

brandStatus string 商标状态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BrandCombineSearch 

{ 

 "token":"10ae925e8429b475654d62f18b4ecd43",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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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JSON", 

 "name":"蒙牛", 

 "proposer":"", 

 "regNo":"", 

 "typeNo":"", 

 "brandStatus":"", 

 "searchType":"", 

 "page":"1", 

 "pagesize":"10" 

}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120",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proposerList":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绿蒙啤酒酿

造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司;呼和浩特市滚石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 

  "statusList": "其他;商标已注册;驳回复审完成", 

  "brandlist": [ 

   { 

    "name": "蒙牛", 

    "regNo": "3066749", 

    "typeNo": "41", 

    "proposer":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mgUrl": 

"http://img10.qianzhan123.com/Brand/749/3066749.jpg", 

    "brandStatus": "其他" 

   }, 

   …… 

  ] 

 } 

} 

 

 接口说明 

1、返回参数 proposerList 和 statusList 只在请求参数 page=1 的时候有数据，

proposerList 和 statusList 数据按“;”分隔。因为这两个参数是统计数据，会影

响效率。所以只在第一页的时候统计。 

2、请求参数 searchType 为空或者为 0 时，执行多条件精确查询；searchType

为 1 时，执行商标名的相似查询。 

3、执行相似查询时，不返回 proposerList 和 statusList 数据。 

4、typeNo 可以查询多个分类，分类号以逗号分隔形式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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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typeNo”:”35,29,30” 

 

7.4 招聘信息 

7.4.1 招聘企业详情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QZEmployQZEmployCompanyDeta

il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Key string Y 公司主键或公司全名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单条数据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称 

companyNature string 公司性质 

companySize string 公司规模 

companyIndustry string 公司行业 

addr string 工作详细地址 

about string 公司简介 

cotacts string  公司联系人 

tel string 公司电话 

email string 公司邮件 

webSite string 公司网站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QZEmployQZEmployCompanyDeta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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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Key=79692494

b0615616799fff7d52e7aaba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companyKey": "79692494b0615616799fff7d52e7aaba",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companyNature": "民营公司", 

   "companySize": "500-1000 人", 

   "companyIndustry": "互联网/电子商务", 

   "addr": "深圳市高新科技园南区高新南一道飞亚达大厦 10 楼(邮编：

518057)", 

   "about": "腾讯公司于 1998 年 11 月在深圳成立，是中国最早也是目

前中国市场上最大的互联网即时通信软件开发商。1999 年 2 月，腾讯正式推出

第一个即时通信软件---“腾讯 QQ”；并于 2004 年 6 月 16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

上市（股票代号 700）。成立 7 年多以来，腾讯一直以追求卓越的技术为导向，

始终处于稳健、高速发展的状态。QQ 超过 5.490 亿（截止到 2006 年 6 月 30

日）注册帐户的庞大受众群体现了腾讯对强负载大流量网络应用和各类即时通

信应用的技术实力。腾讯已经初步完成了面向在线生活产业模式的业务布局，

构建了 QQ、QQ.com、QQ 游戏以及拍拍网这四大网络平台，分别形成了规模

巨大的网络社区。在满足用户信息传递与知识获取的需求方面，我们有 QQ.Com

门户、QQ 即时通讯工具以及年初收购的 Foxmail 电子邮件；满足用户群体交流

和资源共享的方面，腾讯推出的个人博客Q-Zone 将与我们访问量极大的论坛、

聊天室、QQ 群相互协同；在满足用户个性展示和娱乐服务方面，腾讯拥有非

常成功的虚拟形象产品 QQshow、QQpet（宠物）和 QQGame（游戏）

QQMusic/Radio/LiveTV(音乐/电台/电视直播)产品，另外对手机用户提供彩铃、

彩信等无线增值业务；在满足用户的交易需求方面，专门为腾讯用户所设计开

发的 c2c 电子商务平台拍拍网已经上线，并和整个社区平台无缝整合。目前，

腾讯正逐步实现“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的远景目标。", 

   "cotacts": "", 

   "tel": "", 

   "email": "", 

   "webSite": "http://www.tencent.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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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企业招聘岗位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QZEmployList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Key string Y 公司主键或公司全名 

page int Y 页码 

pagesize int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jobTitle string 职位名称 

type string 职能类别 

keys string 职能关键字 

salaryRange string 薪资范围 

workingProperty string 工作性质 

welfare string 福利 

yearsReq string 年限要求 

eduReq string 学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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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 string 工作详细地址 

phone string 联系电话 

searchCity string 搜索地区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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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Class string 搜索类目 

publicDate string 发布日期 

updateTime string 更新日期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QZEmployList?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Key=79692494

b0615616799fff7d52e7aaba&page=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companyKey": "79692494b0615616799fff7d52e7aaba",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jobTitle": "SNG04-商务拓展(上海)", 

   "type": "业务拓展主管/经理", 

   "keys": "", 

   "salaryRange": "", 

   "workingProperty": "", 

   "welfare": "", 

   "yearsReq": "5-7 年经验", 

   "eduReq": "本科", 

   "count": 1, 

   "duty": "", 

   "des": "职位描述：负责公司对外的战略合作与商务拓展，管理公司

商务合作项目；深入理解公司产品定位，制定拓展计划，引领商务谈判全过程

并取得结果，开发、维护合作伙伴的关系；理解合作伙伴战略及需求，创新性

开展商务拓展工作，善于整合利用公司资源实现商务/战略合作；了解自媒体，

熟悉 UGC/PGC，对图文和视频内容有一定认知。本科及以上学历，5 年以上相

关工作经验，至少 3 年的团队管理经验；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了解行业趋势，

能够对市场对客户做出精准的判断；具备优秀商务谈判技巧，有良好的心理素

质和情商；有丰富的媒体类商务拓展经验。", 

   "city": "上海", 

   "area": "", 

   "addr": "", 

   "phone": "", 

   "searchCity": "上海", 

   "searchClass": "销售管理", 

   "publicDate": "2016-08-21", 

   "updateTime": "2016-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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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7.5 风险信息 

7.5.1 失信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DishonestQuery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input string Y 查询字符串 

cardNum string N 身份证号 

page int Y 页码 

pagesize int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单条数据 

dishonestId string 失信 Id 

dishonestName string 被执行人 

caseCode string 案号 

cardNum string 身份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 

businessEntity string 负责人姓名 

courtName string 执行法院 

areaName string 省份 

gistId string 执行依据文号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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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tUnit string 执行单位 

legalDuty string 法律职责 

regDate string 立案时间 

performance string 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disruptTypeName string 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 

publishDate string 发布时间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DishonestQuery? 

token=30547b942ec541a5e30d057f833e2e80&type=JSON&input=%E5%BE%B7%E

4%BA%91%E7%A4%BE&page=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47",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dishonestId": 4727752, 

   "dishonestName": "北京德云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aseCode": "(2015)西执字第 05442 号", 

   "cardNum": "78482367X", 

   "businessEntity": "王惠", 

   "courtName":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areaName": "北京", 

   "gistId": "(2011)西民初字第 18354 号", 

   "gistUnit":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legalDuty": "判决如下： 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北京

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德云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广德楼娱乐产业

有限公司将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现西城区）大栅栏 39 号七十一间房屋腾空，

交由原告北京宣房房屋经营公司收回自用。 案件受理费七十元，公告费八百

元，由被告北京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七十元，北京广德楼娱乐产业有限

公司负担八百元，均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

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regDate": "2015-05-28", 

   "performance": "全部未履行", 

   "disruptTypeName": "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 

   "publishDate": "2016-07-13" 

  }, 

……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Dishones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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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5.2 判决书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JudgeQuery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input string Y 查询字符串 

page int Y 页码 

pagesize int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judgeId string 文书 Id 

companyCodePlaintiff string 原告机构代码 

companyCodeDefendant string 被告机构代码 

title string 标题 

ch string 审判机构 

num string 案号 

content string 判决书内容 

date string 审判日期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JudgeQuery? 

token=4e1accd9accbe269693de78ada22207c&type=JSON&input=%E6%B7%B1%E

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E6%9C

%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page=1&pagesize=10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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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470",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judgeId": "d71afa707bd9467b81b8c5ce06ef2595", 

   "companyCodePlaintiff": "708461136", 

   "companyCodeDefendant": "", 

   "title": "陈宇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管辖裁定书", 

   "ch":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num": "（2015）长中立民终字第 02588 号", 

   "content":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长中立民

终字第 02588 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

厦 5-10 楼。法定代表人马化腾，系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陈宇因与被上诉人深

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

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5）岳民初字第 01015 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1、本案是合同与侵权的竞合，原告有权选择侵权之诉，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

解释的规定，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作为被侵权人住所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2、即使本案为网络服务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关于管辖

地限制约定也属于无效。因此，请求撤销原裁定，由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审

理。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上诉人即原审原告陈宇的起诉状所陈述的事实和理

由，以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本案是陈宇申请下载安装被上诉人深圳

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营运管理的腾讯网 QQ 用户后，以该软件未经其同

意发送商业信息扰乱了工作安宁为由提起的诉讼。由于本案系合同纠纷与侵权

纠纷竞合，原审原告陈宇有权选择侵权纠纷，故本案为侵权之诉。原审原告请

求原审被告设置商业信息可选项，并不涉及财产权益纠纷，故本案不适用双方

之间《QQ 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中约定争议管辖法院。陈宇经常居住地位于

长沙市岳麓区，故长沙市岳麓区可视为侵权结果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上诉人陈宇提出的“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作为被侵

权人住所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的上诉理由，应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

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5）岳民初字

第 01015 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

为终审裁定。审判长左武审判员向丹审判员肖志红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袁琦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

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

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

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

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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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

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

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date": "2015-07-03" 

  }, 

  …… 

] 

} 

 

7.5.3 机构获取判决书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JudgeListByCompanyCode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Code string Y 机构代码 

page int Y 页码 

pagesize int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judgeId string 文书 Id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title string 标题 

ch string 审判机构 

num string 案号 

date string 审判日期 

 

 请求示例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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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JudgeListByCompanyCode?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companyCode=7084611

36&page=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judgeId": "d886a07e567f4f8a9a4e3d555d90bc6e", 

   "companyCode": "708461136", 

   "titl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徐建英著作权权属、侵权

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ch": "常熟市人民法院", 

   "num": "（2015）熟知民初字第 00176 号", 

   "date": "2015-09-15" 

  }, 

…… 

] 

} 

 

7.5.4 法院判决书详情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JudgeDtlByjudgeId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judgeId string Y 文书 Id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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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单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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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JudgeDtlByjudgeId?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judgeId=a0cef558268e4

e6591eed34012daf984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judgeId": "d886a07e567f4f8a9a4e3d555d90bc6e", 

   "titl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徐建英著作权权属、侵权

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ch": "常熟市人民法院", 

   "num": "（2015）熟知民初字第 00176 号", 

   "content": "\n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n 民 事 判 决 书\n（2013）

临民三初字第 117 号\n 原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n 法定代表

人：马化腾，董事长。\n 委托代理人：黄学国，山东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n

委托代理人：郭雨涛，山东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date": "2015-09-15" 

  } 

 

7.5.5 被执行人列表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ExecutorList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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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input string Y 企业关键字 

cardNum string N 机构代码 

page string Y 页码（默认是 1） 

pagesize string Y 每页大小（默认是 10，最大是 10）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executorId string 被执行人 Id 

name string 公司名 

caseCode string 案号 

courtName string 执行法院 

execMoney string 执行标的 

caseState string 执行状态（0 未执行 1 已执

行） 

cardNum string 身份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caseDate string 立案日期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ExecutorList?token=2ed879f389d9

1af47ede1d6c0597f60b&type=JSON&input=%E6%B7%B1%E5%9C%B3%E5%B8%82

%E8%85%BE%E8%AE%AF%E8%AE%A1%E7%AE%97%E6%9C%BA%E7%B3%BB%E7

%BB%9F%E6%9C%89%E9%99%90%E5%85%AC%E5%8F%B8&cardNum=&page=1&

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12",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executorId": "32376654", 

   "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caseCode": "(2011)卢执字第 01063 号",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ExecutorList?token=2ed879f389d91af47ede1d6c0597f60b&type=JSON&input=%E6%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8F%B8&cardNum=&page=1&pagesize=10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ExecutorList?token=2ed879f389d91af47ede1d6c0597f60b&type=JSON&input=%E6%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8F%B8&cardNum=&page=1&pagesize=10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ExecutorList?token=2ed879f389d91af47ede1d6c0597f60b&type=JSON&input=%E6%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8F%B8&cardNum=&page=1&pagesize=10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ExecutorList?token=2ed879f389d91af47ede1d6c0597f60b&type=JSON&input=%E6%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8F%B8&cardNum=&page=1&pagesize=10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ExecutorList?token=2ed879f389d91af47ede1d6c0597f60b&type=JSON&input=%E6%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8F%B8&cardNum=&page=1&pagesiz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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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tName": "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 

   "execMoney": "33861.0", 

   "caseState": "0", 

   "cardNum": "708461136", 

   "companyCode": "708461136", 

   "caseDate": "2011-07-27" 

  }, 

  { 

   "executorId": "7559425", 

   "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caseCode": "(2017)京 0101 执 2615 号", 

   "courtName":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execMoney": "20210.0", 

   "caseState": "0", 

   "cardNum": "708461136", 

   "companyCode": "708461136", 

   "caseDate": "2017-04-05" 

  }, 

  …… 

 ] 

} 

 

7.5.6 企业法院公告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NoticeListByCompanyName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访问令牌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Name string Y 企业全名 

page string Y 页码（默认是 1） 

pagesize string Y 每页大小（默认是 10，最大是 10） 

 

 返回字段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NoticeListByCompany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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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plaintiff string 当事人 

type string 公告类型 

caseNo string 案件编号 

court string 公告法庭 

caseLvl string 公告级别 

judge string 审批长/主审人 

province string 省份 

publishDate string 刊登日期 

publishPage string 刊登版面 

companyCode string 相关公司对应的机构代码 

content string 公告内容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NoticeListByCompanyName?token

=2ed879f389d91af47ede1d6c0597f60b&type=JSON&companyName=%E6%B7%B1

%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E6%

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8F%B

8&page=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3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plaintiff":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 

   "accused": "武汉和谐时代能助信息中心、陈才安", 

   "type":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caseNo": "", 

   "court":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caseLvl": "加急", 

   "judge": "钱翠华", 

   "province": "广东", 

   "publishDate": "2017-12-05", 

   "publishPage": "G6G7 中缝", 

   "companyCode": "71526726X|708461136|695326962", 

   "content": "武汉和谐时代能助信息中心、陈才安：本院受理（2017）

粤 03 民初 595 号原告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NoticeListByCompanyName?token=2ed879f389d91af47ede1d6c0597f60b&type=JSON&companyName=%E6%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8F%B8&page=1&pagesize=10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NoticeListByCompanyName?token=2ed879f389d91af47ede1d6c0597f60b&type=JSON&companyName=%E6%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8F%B8&page=1&pagesize=10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NoticeListByCompanyName?token=2ed879f389d91af47ede1d6c0597f60b&type=JSON&companyName=%E6%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8F%B8&page=1&pagesize=10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NoticeListByCompanyName?token=2ed879f389d91af47ede1d6c0597f60b&type=JSON&companyName=%E6%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8F%B8&page=1&pagesize=10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NoticeListByCompanyName?token=2ed879f389d91af47ede1d6c0597f60b&type=JSON&companyName=%E6%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8F%B8&page=1&pagesiz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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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诉被告武汉和谐时代能助信息中心、陈才安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

案号为（2017）粤 03 民初 595 号。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开庭传票、证据交换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等相关诉讼材料。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开庭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7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本院第三十八审判庭。证据交换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6 日 9:30

分，地点为本院证据交换室。逾期不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特此公告。" 

  }, 

  { 

   "plaintiff":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accused": "南昌市超梦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type": "裁判文书", 

   "caseNo": "（2017）浙 0110 民初 4639 号", 

   "court":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caseLvl": "普通", 

   "judge": "杨晓琦", 

   "province": "浙江", 

   "publishDate": "2017-11-19", 

   "publishPage": "G26", 

   "companyCode": "708461136|78727352X", 

   "content": "南昌市超梦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被告南昌市超梦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猫

网络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110 民初 46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 

 ] 

} 

 

7.6 其它常用接口 

7.6.1 获取 token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GetToken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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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appkey string  Y 应用访问 key 

seckey string Y 应用私钥 key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单数据 

token string 访问令牌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GetToken? 

type=JSON&appkey=314844c3aa205980&seckey=80ae9d31fabdf8dc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token": " 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 

 } 

} 

 

7.6.2 错误码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ErrorList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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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用户访问票据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ErrorList?token=86f13c930a4b0ffb

798014f647329ebb&type=JSON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status": 101, 

   "message": "token 已过期，请重新获取 token" 

  }, 

  { 

   "status": 102, 

   "message": "token 错误，请重新输入 token" 

  }, 

  …… 

] 

} 

 

7.6.3 分析所有行业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AnalysisAllTrade 

 

 支持格式 

JSON/XML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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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方式 

POS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用户访问票据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input string Y 分析字符串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tradeList 

行业代码 

tradeCode string 行业代码 

tradeName string 行业名称 

tradeWeight string 权重 

productList 

产品代码 

productCode string 产品代码 

productName string 产品名称 

productWeight string 权重 

exhibitonTagList 

展会代码 

exhibitionTradeName string 行业名称 

exhibitionTradeWeight string 权重 

forwardTradeList 

前瞻代码 

forwardTradeName string 行业名称 

forwardTradeWeight string 权重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AnalysisProductAndTrade  

{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 

 "type":"JSON", 

 "input":"%E4%B8%80%E8%88%AC%E7%BB%8F%E8%90%A5%E9%A1%B9%E7%9B

%AE%EF%BC%9A%E8%AE%A1%E7%AE%97%E6%9C%BA%E8%BD%AF%E3%80%81

%E7%A1%AC%E4%BB%B6%E7%9A%84%E8%AE%BE%E8%AE%A1%E3%80%81%E6

%8A%80%E6%9C%AF%E5%BC%80%E5%8F%91%E3%80%81%E9%94%80%E5%94%

AE%EF%BC%88%E4%B8%8D%E5%90%AB%E4%B8%93%E8%90%A5%E3%80%81%E

4%B8%93%E6%8E%A7%E3%80%81%E4%B8%93%E5%8D%96%E5%95%86%E5%93

%81%E5%8F%8A%E9%99%90%E5%88%B6%E9%A1%B9%E7%9B%AE%EF%BC%89%

EF%BC%9B%E6%95%B0%E6%8D%AE%E5%BA%93%E5%8F%8A%E8%AE%A1%E7%A

E%97%E6%9C%BA%E7%BD%91%E7%BB%9C%E6%9C%8D%E5%8A%A1%EF%BC%9

B%E5%9B%BD%E5%86%85%E5%95%86%E4%B8%9A%E3%80%81%E7%89%A9%E8

%B5%84%E4%BE%9B%E9%94%80%E4%B8%9A%EF%BC%88%E4%B8%8D%E5%90%

AB%E4%B8%93%E8%90%A5%E3%80%81%E4%B8%93%E6%8E%A7%E3%80%81%E

4%B8%93%E5%8D%96%E5%95%86%E5%93%81%EF%BC%89%EF%BC%9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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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tradeList": [ 

   { 

    "tradeCode": "6510", 

    "tradeName": "软件开发", 

    "tradeWeight": 1.0799988463200687e-40 

   }, 

   …… 

], 

"productList": [ 

   { 

    "productCode": "6201", 

    "productName": "基础软件设计服务", 

    "productWeight": 1.0799988463200687e-40 

   }, 

…… 

], 

"exhibitonTagList": [ 

   { 

    "exhibitionTradeName": "工业计算机及嵌入式系统", 

    "exhibitionTradeWeight": 6.102646956982781e-38 

   }, 

…… 

], 

"forwardTradeList": [ 

   { 

    "forwardTradeName": "手机浏览器", 

    "forwardTradeWeight": 1.1026099746172243e-37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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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7 公司名关键词快速自动提示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InputTips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用户访问票据 

type string N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input string Y 企业名称前缀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称 

urlLink string 详情链接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InputTips? 

token=86f13c930a4b0ffb798014f647329ebb&type=JSON&input=%E6%B7%B1%E5

%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E6%9C

%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companyCode": "761992200", 

   "companyKey": "f124af99876fc24b193c7409cf90f55a",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微电子有限公司",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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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Link": 

"http://qiye.qianzhan.com/orgcompany/searchitemdtl/62e0c0a28ae3fb001e7a48c

c2eafccfb.html" 

  }, 

  …… 

] 

} 

 

7.7 VIP 专享 

7.7.1 企业模糊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OrgCompanyQuery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用户访问票据 

type string Y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Name string Y 企业名、机构代码、注册号、申请人 

page string Y 页码 

pagesize string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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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Type string 公司类型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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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Time string 注册日期 

faRen string 法定代表人 

regMoney string 注册资金(万元) 

regOrgName string 登记机关 

areaCode string 区域代码 

areaName string 所属地区 

cerValidityPeriod string 证书有效期 

address string 地址 

bussinessDes string 经营范围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Query? 

token=33b1dcd9bc33229fb21c58d3a293bd4a&type=JSON&companyName=79258

4584&page=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creditCode": "91440300792584584M", 

   "regNumber": "440301103463379", 

   "companyName": "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companyCode": "792584584", 

   "businessStatus": "正常", 

   "regType": "有限责任公司", 

   "companyType": "企业法定代表人", 

   "issueTime": "2006-08-25", 

   "faRen": "马化腾", 

   "regMoney": 100000, 

   "regOrgName": "广东省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areaCode": "4403", 

   "areaName": "深圳市", 

   "cerValidityPeriod": "2006-08-25 至 2018-06-09", 

   "address":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 8 层", 

   "bussinessDes": "一般经营项目：电子商务、电子支付、支付结算和

清算系统的技术开发；计算机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技术开发、

销售；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从事广告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业务、信息

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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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7.2 企业精确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OrgCompanyDetail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用户访问票据 

type string Y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Name string N 企业全名/公司主键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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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Type string 机构类型 

issueTime string 注册时间 

faRen string 法定代表人 

regMoney string 注册资金(万元) 

bussiness string 经营期限 

regOrgName string 注册机构 

areaCode string 区域代码 

areaName string 所属区域 

cerValidityPeriod string 证书有效期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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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string 联系电话 

email string 企业邮箱 

webSite string 企业网站 

address string 地址 

bussinessDes string 经营范围 

lat string 纬度 

lon string 经度 

industryCat string 行业主分类 

industryCodes array 行业子分类 

gdList 

股东信息 

gdName string 股东名称 

money string 出资额(万元) 

property string 股东属性 

proportion string 出资比例 

memberList 

成员信息 

memberName string 成员名称 

position string 成员职位 

branch 

分支机构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称 

investment 

对外投资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称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Detail? 

token=33b1dcd9bc33229fb21c58d3a293bd4a&type=JSON&companyName=%E6%

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

7%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

%8F%B8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companyKey": "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creditCode": "91440300708461136T", 

  "regNumber": "440301103448669",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companyCode": "708461136", 

  "businessStatus": "正常", 

  "regType": "有限责任公司", 

  "companyType": "企业法定代表人", 

  "issueTime": "199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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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Ren": "马化腾", 

  "regMoney": "6500(万元)", 

  "bussiness": "1998-11-11 至 2018-11-11", 

  "regOrgName": "广东省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areaCode": "4403", 

  "areaName": "深圳市", 

  "cerValidityPeriod": "1998-11-11 至 2017-12-08", 

  "phone": "0755-86013388", 

  "email": "landyzhang@tencent.com", 

  "webSite": "http://www.qq.com/", 

  "address":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 5-10 楼", 

  "bussinessDes":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技术开发、销

售（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并按许可证

B2-20090028 号文办）；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并按许可证

粤 B2-20090059 号文办）；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

营审批等级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网络游戏出版运营（凭有效

的新出网证（粤）字 010 号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许

可经营项目：", 

"lat": "22.538841", 

  "lon": "113.953475", 

  "industryCat": "I", 

  "industryCodes": [ 

   "631", 

   "6420", 

   "6510", 

   "6520", 

   "6530", 

   "7320" 

  ], 

  "gdList": [ 

   { 

    "gdName": "马化腾", 

    "money": "3528.5705 万元", 

    "property": "自然人", 

    "proportion": "54.2857%" 

   } 

         ...... 

  ], 

  "memberList": [ 

   { 

    "memberName": "许晨晔", 

    "position":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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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branch": [ 

   { 

    "companyKey": "9d4ff9cf37c2c7847cfba45a14fd987c", 

    "companyCode": "696642246",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驻福州办事

处" 

   } 

        ...... 

  ], 

  "investment": [ 

   { 

    "companyKey": "1877dda7bcbd35cda42640262789d032", 

    "companyCode": "671714688", 

    "companyName": "优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 

 } 

} 

 

7.7.3 企业经营信息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Business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用户访问票据 

type string Y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Name string N 企业名、机构代码、注册号、申请人 

areaCode string N 区域代码 

industryCode string N 行业代码 

page string Y 页码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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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ize string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 

creditCode string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egNumber string 注册号 

areaCode string 区域代码 

areaName string 所属地区 

faRen string 法定代表人 

phoneArea string 电话区号 

phone string 联系电话 

email string email 

address string 地址 

bussinessDes string 经营范围 

urlLink string 公司网站(企业查询宝)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Business? 

token=33b1dcd9bc33229fb21c58d3a293bd4a&type=JSON&companyName=44030

1103448669&areaCode=&industryCode=&page=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10734",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companyName": "中国电信集团湖南省电信公司桂阳县电信局", 

   "creditCode": "                  ", 

   "regNumber": "4310211000988", 

   "areaCode": "431021", 

   "areaName": "桂阳县", 

   "faRen": "罗华", 

   "phoneArea": "0735", 

   "phone": "", 

   "email": "", 

   "address": "桂阳县蓉城路 18 号", 

   "bussinessDes": "经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和国有

股权；经营国内、国际各类固定电信网络与设施（含本地无线环路）；经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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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固定电信网络的语音、数据、图像及多媒体通信与信息服务。经营与通信及

信息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广告信息咨询、设施销售、

设计施工；经营经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同意后，向地方电信主管部门申请并获批

准的区域性电信业务。", 

   "urlLink": 

"http://qiye.qianzhan.com/orgcompany/searchitemdtl/9139e49e27eb6264ecf672

1e50c3dc2c.html" 

  }, 

  …… 

 ] 

} 

 

7.7.4 商务信息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OrgCompanyContact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用户访问票据 

type string Y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Name string N 企业全名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单条数据 

creditCode string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egNumber string 注册号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 

faRen string 法定代表人 

areaCode string 区域代码 

areaName string 所属地区 

phoneArea string 电话区号 

phone string 联系电话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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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string email 

webSite string 企业网站 

address string 地址 

businessStatus string 经营状态 

bussinessDes string 经营范围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Contact? 

token=33b1dcd9bc33229fb21c58d3a293bd4a&type=JSON&companyName=%E6%

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

7%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

%8F%B8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creditCode": "91440300708461136T", 

  "regNumber": "440301103448669",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faRen": "马化腾", 

  "areaCode": "4403", 

  "areaName": "深圳市", 

  "phoneArea": "0755", 

  "phone": "0755-86013388", 

  "email": "landyzhang@tencent.com", 

  "webSite": "http://www.qq.com/", 

"businessStatus": "存续", 

  "address":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 5-10 楼", 

  "bussinessDes":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技术开发、销

售（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并按许可证

B2-20090028 号文办）；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并按许可证

粤 B2-20090059 号文办）；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

营审批等级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网络游戏出版运营（凭有效

的新出网证（粤）字 010 号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许

可经营项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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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 商标模糊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BrandByQuery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POS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用户访问票据 

type string Y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input string Y 商标名、注册号、申请人、代理人 

page string Y 页码 

pagesize string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name string 商标名称 

regNo string 注册号 

typeNo string 类别号 

applicationDate string 发布日期 

proposer string 申请人 

proposerAddr string 申请人地址 

imgUrl string 商标图片路径 

brandAgent string 代理人 

branType string 商标类型 

serviceList string 服务项目 

brandProcess string 申请进度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BrandByQuery 

{ 

 "token":"33b1dcd9bc33229fb21c58d3a293bd4a", 

 "type":"JSON", 

 "input":"%E6%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

%A1%E7%AE%97%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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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85%AC%E5%8F%B8", 

 "page":"1", 

 "pagesize":"10" 

}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36",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name": "企鹅;PENGUIN", 

   "regNo": "3295271", 

   "typeNo": "35", 

   "applicationDate": "", 

   "proposer":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proposerAddr": "", 

   "imgUrl": "http://img10.qianzhan123.com/Brand/271/3295271.jpg", 

   "brandAgent": "", 

   "branType": "广告销售", 

   "serviceList": "广告(3501);数据通讯网络上的在线广告(3501);商业专

业咨询(3502);市场分析(3502);商业信息(3502);推销(替他人)(3503);计算机数据

库信息编入(3506);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系统化(3506);计算机录入服务(3506);会计

(3507);", 

   "brandProcess": "商标无效" 

  }, 

…… 

  ] 

  } 

 

 

7.7.6 专利模糊查询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OrgCompanyPatentByQuery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POST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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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用户访问票据 

type string Y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input string Y 专利名、注册号、申请人、代理人 

page string Y 页码 

pagesize string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patentName string 专利名 

patentDate string 申请日期 

patentOpen string 公开号 

patentNo string 申请号 

patentApplicant string 申请人 

patentInventor string 发明人 

patentType string 专利类型 

patentOpenDate string 公开日 

patentAgent string 代理人 

patentAgency string 代理机构 

company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patentLegalStatus string 法律状态 

patentAddr string 地址 

patentCity string 国(省) 

patentPostCode string 邮编 

patentClass string 分类号 

patentAbstract string 摘要 

patentImgURL string 图片路径 

patentProcess string 状态进程 

patentYear string 专利年份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PatentByQuery  

{ 

 "token":"33b1dcd9bc33229fb21c58d3a293bd4a", 

 "type":"JSON", 

 "input":"%E6%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

%A1%E7%AE%97%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

%E5%85%AC%E5%8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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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1", 

 "pagesize":"10" 

}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7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patentName": "一种帐号管理方法和装置", 

   "patentDate": "2012-11-16", 

   "patentOpen": "CN103825863B", 

   "patentNo": "CN201210464958.7", 

   "patentApplicant":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patentInventor": "秦雷;王小叶;郭计伟;李俊", 

   "patentType": "发明", 

   "patentOpenDate": "2015-12-23", 

   "patentAgent": "江崇玉", 

   "patentAgency": "北京三高永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11138",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patentLegalStatus": "", 

   "patentAddr": "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 5

－10 楼;", 

   "patentCity": "", 

   "patentPostCode": "518000;", 

   "patentClass": "H04L29/06", 

   "patentAbstract":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帐号管理方法和装置，属于

网络技术领域。所述方法包括：预先存储各帐号与其管理终端的绑定关系；接

收终端发送的帐号管理请求，所述帐号管理请求中携带有请求管理的帐号、该

终端的标识和操作标识；根据存储的各帐号与其管理终端的绑定关系，以及所

述帐号管理请求，判断发送所述帐号管理请求的终端是否为所述请求管理的帐

号的管理终端；如果是，则当所述操作标识为锁定标识时，将所述请求管理的

帐号的状态信息设置为锁定，阻止对该帐号的登录，当所述操作标识为解锁标

识时，将所述请求管理的帐号的状态信息设置为未锁定，允许对该帐号的登录；

否则，拒绝所述帐号管理请求。采用本发明，可以提高网络帐号的安全性。", 

   "patentImgURL": 

"http://img10.qianzhan123.com/Patent/49/4958/CN201210464958.jpg", 

   "patentProcess": "20151223 授权;20150204 实质审查的生效;20140528

公开", 

   "patentYear": "20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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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7.7 企业全景数据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OrgCompanyDetailAll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用户访问票据 

type string Y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Name string Y 企业全名、注册号、机构代码或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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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Type string 机构类型 

issueTime string 注册时间 

faRen string 法定代表人 

regMoney string 注册资金(万元) 

bussiness string 经营期限 

regOrgName string 注册机构 

areaCode string 区域代码 

areaName string 所属区域 

cerValidityPeriod string 证书有效期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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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string 联系电话 

email string 企业邮箱 

webSite string 企业网站 

address string 地址 

companySize string 公司规模 

bussinessDes string 经营范围 

gdList 

股东信息 

gdName string 股东名称 

money string 出资额(万元) 

property string 股东属性 

proportion string 出资比例 

memberList 

成员信息 

memberName string 成员名称 

position string 成员职位 

branch 

分支机构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称 

investment 

对外投资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称 

update 

变更信息 

date  string 变更日期 

content 

变 更 内

容 

bgsx string 变更事项 

bgq string 变更前 

bgh string 变更后 

siteRegist 

网站备案 

checkTime string 备案通过时间 

domain string 备案域名 

host string 备案单位/个人 

hostType string 主体类型 

recordNumber string 备案号 

siteHomePage string 网站首页地址 

siteName string 网站名称 

operatingStatus string 经营状态 

nbList 

年报信息 

nbInfo 

年 报 基

本信息 

compan

yCode 

string 机构代码 

compan

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

y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regNum

ber 

string 注册号 

year string 年份 

phone string 联系电话 

postCod

e 

string 邮编 

mail string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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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Tra

nsfer 

string 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

生股东股权转让 (0 否  1 

是) 

runStatu

s 

string 企业经营状态 

webSite string 是否有网站或网点 (0 否 1 

是) 

otherSh

are 

string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

公司股权 (0 否 1 是) 

member

s 

string 从业人数 

totalAss

ets 

string 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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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Inc

ome 

string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netProfit string 净利润 

totalTax string 纳税总额 

totalDeb

t 

string 负债总额 

address string 企业地址 

urlLink string 详情链接 

dwtgbzd

bInfo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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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wtzInfo

List 

对外投

资集合 

year string 年份 

compan

y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regNum

ber 

string 登记证号 

gdCzInfo

List 

year string 年份 

gd string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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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出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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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zfs string 出资方式 

gqbgInfo

List 

股 权 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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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InfoLi

st 

网 站 集

合 

year string 年份 

type string 类型 

name string 名称 

webSite string 网址 

xgjlInfoLi

st 

修 改 记

录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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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loy 

招聘信息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 

companyNature string 公司性质 

companySize string 公司规模 

company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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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

yStation

s 

招 聘 岗

位信息 

jobTitle string 职位名称 

type string 职能类别 

keys string 职能关键字 

salaryRa

nge 

string 薪资范围 

working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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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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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d 

企业商标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regNo string 注册号 

typeNo string 类别号 

applicationDate string 申请日期 

name string 申请名 

proposer string 申请人中文名 

proposerAddr string 申请人中文地址 

imgUrl string 商标图片路径 

brandAgent string 商标代理人名称 

branType string 商标类型 

serviceList string 服务项目 

brandProcess string 申请进度 

patent 

企业专利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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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entOpenDate string 公开日 

patentName string 发明专利名称 

patentInventor string 发明(设计)人 

patentType string 专利类型 

patentAgent string 代理人 

patentAgency string 代理机构 

patentLegalStatus string 法律状态 

patentApplicant string 申请人 

patentAddr string 地址 

patentCity string 国（省） 

patentPostCode string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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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Class string 分类号 

patentAbstract string 摘要 

patentImgURL string 图片路径 

patentProcess string 图片路径 

patentYear string 专利年份 

certification 

企业证书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ertNo string  证书编号 

certStatus string 证书状态 

issuedCompanyNam

e 

string 发证机构名称 

expiredDate string 证书到期时间 

certificationProgram string 认证项目 

name string  获证组织名称 

detailInfo string 证书详情 

detailInfoUrl string 证书详情链接地址 

productCopyri

ght 

作品著作权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regId string 登记号 

regDate string 登记日期 

productName string 作品名称 

type string 作品类别 

productAuthor string 著作权人 

completionDate string 创作完成日期 

firstPublicationDate string 首次发表日期 

companyName string 单个著作人名 

softwareCopy

right 

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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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ssDate string 著作权登记批准日期 

firstDate string 首次发表日期 

companyName string 单个公司名 

dishonest 

失信信息 

dishonestId string 失信 Id 

dishonestName string 被执行人 

caseCode string 案号 

cardNum string 身份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 

businessEntity string 负责人姓名 

courtName string 执行法院 

areaName string 省份 

gistId string 执行依据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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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tUnit string 执行单位 

legalDuty string 法律职责 

regDate string 立案时间 

performance string 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disruptTypeName string 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 

publishDate string 发布时间 

executedPers

on 

被执行人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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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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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OrgCompanyDetailAll? 

token=00ffb2f06c08646d123918b58c23527b&type=JSON&companyName=%E6%B

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7

%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

8F%B8 

 

 Json 返回示例 

 

7.8 企业 LBS 

7.8.1 附近企业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Companycoordinate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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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用户访问票据 

type string Y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lat string Y 纬度 

lon string Y 经度 

companyName string N 企业名关键字 

industryCode string N 标准行业代码 

distance string N 距离(KM)[默认为 2KM] 

page string Y 页码 

pagesize string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distance string 距离(M) 

faRen string 法定代表人 

industryCat string 行业主分类 

industryCodes array 行业子分类 

address string 公司地址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coordinate? 

token=39b2dc4d1e6923698f146a160d156469&type=JSON&lat=22.54042458&lon

=113.93457413&companyName=%E6%B7%B1%E5%9C%B3%E5%B8%82%E8%85%

BE%E8%AE%AF%E8%AE%A1%E7%AE%97%E6%9C%BA%E7%B3%BB%E7%BB%9F%E

6%9C%89%E9%99%90%E5%85%AC%E5%8F%B8&industryCode=&distance=&page

=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1",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companyKey": "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distance": "1951.29682635516", 

   "faRen": "马化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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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Cat": "I", 

   "industryCodes": [ 

    "631", 

    "6420", 

    "6510", 

    "6520", 

    "6530", 

    "7320" 

   ], 

   "address":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 5-10 楼" 

  } 

 ] 

} 

 

7.8.2 企业列表 

 接口地址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CompanySimpleList 

 

 支持格式 

JSON/XML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说明 

token string  Y 用户访问票据 

type string Y 返回格式（JSON/XML），默认为 JSON 

companyName string N 企业名关键字 

areaCode string N 地区代码 

industryCode string N 标准行业代码 

mFloor string N 资金区间最小值(万元) 

mCeiling string N 资金区间最大值(万元) 

page string Y 页码 

pagesize string Y 每页数据条数 

 

 返回字段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otalCount string 总数据量 

message string 返回描述 

http://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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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集合数据 

companyKey string 公司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公司名 

faRen string 法定代表人 

industryCat string 行业主分类 

industryCodes array 行业子分类 

address string 公司地址 

    

 请求示例 

https://api.qianzhan.com/OpenPlatformService/CompanySimpleList? 

token=39b2dc4d1e6923698f146a160d156469&type=JSON&companyName=%E6%

B7%B1%E5%9C%B3%E5%B8%82%E8%85%BE%E8%AE%AF%E8%AE%A1%E7%AE%9

7%E6%9C%BA%E7%B3%BB%E7%BB%9F%E6%9C%89%E9%99%90%E5%85%AC%E5

%8F%B8&areaCode=&industryCode=&mFloor=&mCeiling=&page=1&pagesize=10 

 

 Json 返回示例 

{ 

 "status": "200", 

 "totalCount": "76", 

 "message": "查询成功", 

 "result": [ 

  { 

   "companyKey": "48cb7705bcd8c9d7429f792f60ebc998", 

   "company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faRen": "马化腾", 

"industryCat": "I", 

   "industryCodes": [ 

    "631", 

    "6420", 

    "6510", 

    "6520", 

    "6530", 

    "7320" 

   ], 

   "address":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 5-10 楼" 

  } 

 ] 

} 

 

8、错误码参照 

状态码（status）表示调用前瞻云接口时数据是否返回正常，如果 status 为”200”代表数据返

回正常，其它情况代表数据返回异常，详细错误码描述见 8.1 节与 8.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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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服务级错误码参照 

错误码 说明 

201 查询无结果 

202 查询参数错误，请检查 

203 系统查询有异常，请联系技术人员 

204 请至少输入一个参数 

205 系统查询异常，日志记录错误，请联系管理员 

206 系统查询异常，没有错误代码，请联系管理员 

207 请求数据条数上限最大不能超过 100 

208 每页最大条数(PageSize)不能超过 10 

 

8.2 系统级错误码参照 

错误码 说明 

101 token 已过期，请重新获取 token 

102 token 错误，请重新输入 token 

103 seckey 错误，无法访问 

104 appkey 错误，查询产品失败 

105 未申请该接口 

106 接口已下线停用 

107 接口正在维护中 

108 超过每日最大调用次数 

109 超过累计最大调用次数 

110 访问 IP 被禁止 

111 产品余额不足 

112 该产品被暂停使用 

113 返回参数格式错误 

114 未通过审核，该账户不可用 

115 该账户不存在或未通过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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