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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违法，处处受限。就连企业
负责人乘坐火车、飞机、住宿宾馆等
都有可能受限。这是未来企业信息
公示所要达到的远景目标。不过，这
种信用体系的建设，还需时日。

目前，对于被列入“黑名单”，即
被列入异常名录的企业，在经营、投
融资、进出口、出入境、注册新公司、
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
让、授予荣誉称号、安全许可、生产许

可、从业任职资格和资质审核等方
面，将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而如果
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内不得担任
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曾经的污点，“改过自新”后，会
不会自动消除？NO。郑州市工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可向工商部门
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但其信用记
录将会被保留。

核心提示 距离年报信息公示截止日期只剩两个多月，但进行年报信息
公示的企业还不到一半。去年10月开始，一项新政影响郑州50余万市
场主体，即“年检”变为“年报”，而年报靠自觉，信息真实性通过抽查进
行监管。昨日，郑州市工商局首次发布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情况，共有21
家企业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在抽查中，近四成企业处于“失联”状态。

□记者 刘江浩

□记者 余淼

本报讯 优秀儿童剧
《黑猫警长在行动》，3月28
日在郑州市青少年宫拉开
帷幕。20余部优秀儿童剧
目也从当天起，免费向全市
贫困家庭子女和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开放。

据悉，“快乐成长——中
国梦”2015年郑州市青少年
优秀儿童剧目展演，由共青
团郑州市委联合郑州共青团
新媒体中心举办。为更好地
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尽快
融入城市生活，每部剧目开
演前，团市委将联合郑州共

青团新媒体中心，面向全市
征集300名贫困家庭子女及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免费观
看优秀儿童剧。

免费领票时间请关注
郑州共青团的新浪、腾讯官
方 微 博 和 微 信 订 阅 号

“zz-gqt”, 领票地点在郑
州共青团新媒体中心（中原
路与嵩山路交叉口往东100
米路北，郑州市青少年服务
大 厅 旁）。 咨 询 电 话 ：
56678856。现场领票时，贫
困家庭子女需提供家庭户
口本及低保证；进城务工人
员子女需提供家庭户口本
和家长的暂住证、身份证。

□记者 刘瑶

本报讯 这群活泼可爱
的孩子，来自不同的家庭，
可相同的是，他们的父母都
背井离乡来到郑州，为这座
美丽的城市默默地奉献着
勤劳与汗水。3月 27日上
午，奥斯卡新建文影城联合
青藤公益联盟、郑州公交三
公司以及河南福兴儿童公
益基金会，邀请近百名来自
郑州新希望小学的农民工
子弟免费观看了一场动画
电影。

上午10点，90多位农
民工子弟排着队来到奥斯
卡新建文影城，大厅里充满
了孩子们的欢笑。既能免
费看电影，还能喝上影城提
供的饮料、吃上志愿者们拿
来的点心，孩子们都很高
兴。

11岁的裴杉杉和几个
小伙伴不停猜测着将要放
映的电影，她说父亲从事装
修工作,母亲是一名保洁
员，工作都很忙，很少带自

己来看电影。
活动当天，郑州公交三

公司司机郑景军义务充当
孩子们的司机，他原本上午
9点上班，为了不耽误孩子
们看电影，又保证本职工作
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参与公
益，他特意提前了3个小时，
早上6点就开始工作。

此外，来自多个大学的
大学生志愿者，也早早来到
奥斯卡新建文影城，帮助分
发饮料、点心，维持秩序。

奥斯卡新建文影城执
行总经理王丽告诉记者，一
部电影可以让我们放眼世
界，也可以带给我们无限的
创意与想象。对于孩子来
讲，电影带给他们的不仅仅
是欢声笑语，更是对生活的
认识，阅历的充盈。“所以我
们也一直在坚持公益观影
活动，包括邀请环卫工人、
聋哑学生免费看电影，还有
公益电影进社区等，以后也
要继续做下去，将公益进行
到底！”王丽说。

本报讯 近日，第36届
世界头脑奥林匹克中国区
总决赛暨第28届中国上海
头脑奥林匹克创新大赛在
上海举行。来自中国和德
国的520支队伍参加比赛，
河南省委机关幼儿园参赛
队在长期题“古怪的天气预
报”比赛中获得中国赛区一
等奖。

头脑奥林匹克是一项
国际性的培养青少年创造
力的活动。比赛中，河南省
委机关幼儿园以幼儿原创
绘画为背景，用卫生纸制作
出惟妙惟肖的麒麟，用废旧
物品制作道具和服装。孩
子们充满童真和创意的表
演最终荣获该项比赛中国
赛区一等奖。

河南省委机关幼儿园
获头脑奥林匹克创新大赛一等奖

博 康 医 药博 康 医 药
本公司是一家集药品、医疗用品研发、医疗器械销售为

主要业务的生物医药企业。现因业务发展诚聘以下人才：
1、营销总监1名 待遇：面议（年薪）
2、技术研发人员 待遇：面议

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医药、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毕业
3、业务人员 待遇：底薪2000+高提成+奖金+工龄工资
4、文员 待遇：底薪2000+奖金+工龄工资
5、发货司机2名 待遇：底薪2500+奖金

入职我公司的员工均可享受：双休+法定假日+带薪年假
电话：67099928/666 15903608028冯女士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花园北路刘庄兴亚魏河花园

聘聘诚聘
★客服经理1名5000元

★档案整理员2名2000元

★业务人员5名 底薪+奖金

★社区服务员4名2000-3000元
要求：25-50岁，中专以上学历。

刘娜15290863799

诚 聘
■主管2名10000元/月

■客服5名 5000元/月

■内勤8名 3000元/月
要求：26-50岁，有经商、管理经验，军人优
先。待遇：五险一金+双休+法定节假日

马经理18837105559

诚聘诚聘
主管2名8000元/月
客服5名5000元/月
内勤2名2500元/月
要求：25-45岁，中专以上学历，有做过生

意、客户服务、销售管理经验者优先。待

遇：半天工作制，享受三金、双休、法定假日

赵主任55012235 18037311970

年检改年报后 很多企业忘性大
工商首发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情况，公示率仅三成，近四成企业“失联”

截至今年3月26

日，郑州市已有 13
万余户市 场 主 体

（指各类企业、个体户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对外公示了
2013 年度报告，占应

公示数的 32.1%，

而主动公示 2014 年
度报告的企业更少，
仅占应公示企业的

17.15%。

根据安排，各类市场主
体应于去年10月 1日至今
年6月30日，向工商部门报
送 2013 年年度报告并公
示。2014年的年度报告，应
于今年1月1日至6月30日
报送并公示。企业应当报送
2013年年报并公示后，再报
送2014年年报并公示。

郑州市工商局提醒，未公
示年报的，应尽快通过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络平台申
报，避免临近截止日期时，因
电脑系统访问量激增造成拥
堵，导致错过年报时间。

在企业“年检”制度废除后，看似
宽松自由的“年报”制度开始实施。
昨日，郑州市工商局首次对企业公示
信息抽查情况进行发布。

“此次随机抽查企业为1964家。”
郑州市工商局外资处（企业信用信息

监督管理处）处长黄琪说，主要是对企
业公示的即时信息进行检查。她说，
在抽检中，正常企业 1017 户，占
51.78%。郑州市工商局上述人士表
示，去年10月改革以来，大部分的企
业还没有进行年报，对企业信息公示。

在此次抽查中，有21户因未按
规定公示其他应当公示的信息，或通
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而被列入异常名录。

“最为常见的是失联企业较多。”
黄琪说，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

无法联系的企业达738户，占抽查企
业总数的37.58%。无法联系的企业
中，16户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其余
的经检查人员通过其他方式取得联
系的，正在进一步核实或指导企业办
理地址变更等方式自行规范。

今天，2015年第一季度将画上
句号。作为每年的求职高峰期，郑
州职场里哪些岗位存在较大缺口？
什么工种又最热门？昨天，郑州市
职业介绍中心发布了一季度职业供
求分析报告。

1.体力工人

2.推销展销人员

3.行政业务人员

4.其他企业管理人员

5.营业人员、收银员

6.房地产业务人员

7.餐厅服务员、厨工

8.部门经理

9.其他仓储人员

10.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

□记者 王迎节 通讯员 祝恒

根据统计，一季度，郑州市职业
介绍中心所属的两个人力资源市场
共举办招聘会15场，提供各类招聘
岗位74506个。跟去年同期相比，
因为节后招聘天数少了18天，所以
招聘岗位同比减少了8607个。

从招聘岗位来看，体力工人需
求人数最多，达到4.2万余人；其次
是推销展销人员，为8355人。“按照
人社部标准，普工、操作工、技工等
均划归体力工人工种。”郑州市职介
中心相关负责人分析说。另外，推
销展销人员覆盖了商业、服务业等
多个行业，因此也是热门需求工种。

从单位统计情况看，参加招
聘会且人员规模在500人以下的
单位有1229家，占所有参会单位
的73.20%。一般情况下，人员规
模在500人以下的企业均为“中
小企业”。因此，一季度有近3/4
的参会企业是中小企业。

“但由于中小企业知名度不
高、工资待遇没优势，应聘的求
职者较少，相比大企业出现了

‘招工难’现象。”该负责人说。
另外，一季度，岗位工资在

1400～1999 元 的 占 7.65% ；
2000～2999元的则占 62.65%，
同比上升了 6.61 个百分点；
3000～3999元的占 24.18%，同
比上升了7.87个百分点……总
体情况看，工资水平比去年同期
有所上升。线索提供 张飞

体力工人和推销人员缺口大

郑州发布一季度“十大热门工种”

干体力活和推销员最好找工作

热门工种
排行榜

对象：农民工孩子

[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你]

免费看动画电影

对象：贫困家庭孩子和外来务工人员孩子
免费看儿童剧

当老板的你，一定要看——

找工作的你，一定要看——

工资福利小幅上涨，
中小企业招聘占3/4

[发布] 郑州一大半企业还未进行信息公示

[影响] 纳入名录的企业多处受限制

[问题]“失联”新登记企业较多

[提醒]
2013、2014年报
截止日期是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