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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条例》什么时间施行?
答：《条例》于 2014 年 10 月

1日起正式施行。
2.《条例》和配套规章颁布

和施行的意义是什么？
答：《条例》规定的企业信息

公示制度、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制
度、经营异常名录制度、严重违
法企业名单制度、企业信用联动
惩戒制度等，是进一步深入推进
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对改革的顺利开展、加快社会诚
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信息公示的主体有哪些？
答：包括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和个体工商户等。
4.《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有哪些配套规章、文件？
答：分别是：《企业公示信息

抽查暂行办法》、《个体工商户年
度报告暂行办法》、《农民专业合
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

《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
示暂行规定》及工商总局关于贯
彻落实《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有关问题的通知。

5.企业应向社会公示哪些
内容？

答：企业公示即时信息和年
报信息。

6.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向社
会公示哪些信息？

答：农民专业合作社只公示
年报信息。

7.个体工商户是否需要向
社会公示信息？

答：个体工商户不用公示即
时信息，对年报信息是否公示，
由自己自主决定。

8.市场主体如何登录“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答：直接登录网址：http://
gsxt.haaic.gov.cn，即可进入“河
南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9.企业年度报告并公示的
时间是如何确定的？

答：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因《条例》实施时间的原因，
2013年度报告和2014年度报告
应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通过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
部门报送，向社会公示。企业应
当报送 2013 年度报告并公示
后，报送2014年度报告并公示。

10.个体工商户的年度报告
是如何规定的？

答：每年的1月1日至6月30
日。因《条例》实施时间的原因，
2013年度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的
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前。

11.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
告并公示的规定有哪些？

答：每年的1月1日至6月30
日。2015年6月30日前，农民专
业合作社报送2014年度报告并公
示。2013年度报告不要求报送。

12.为什么设定经营异常名
录？

答：经营异常名录制度是信
用监管不可或缺的环节。通过
经营异常名录制度，提醒企业履
行公示义务，向社会提示风险。

13.企业在何种情况下会被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答：（1）未依照《条例》第八
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
（2）未在工商部门依照《条例》第
十条规定责令的期限内公示有

关企业信息的；（3）公示企业信
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4）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
所无法联系的。

14.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何种
情况下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答：（1）未按规定的期限报
送年度报告并公示的；（2）年度
报告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
虚作假的；（3）工商部门在依法
履职过程中通过登记的住所无
法取得联系的。

15.个体工商户在何种情况
下会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

答：（1）未按规定报送年度
报告的；（2）年度报告隐瞒真实
情况、弄虚作假的；（3）工商部门
在依法履职过程中通过登记的
经营场所或者经营者住所无法
与个体工商户取得联系的。

16.企业在什么情况下会被
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

答：企业届满3年仍未履行
公示义务的，由国家工商总局或
者省工商局列入严重违法企业
名单，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向社会公示。

17.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
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受到哪
些限制？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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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发现信息不实的市场主
体，社会如何投诉或举报？

答：可以向市工商局举报，
举报电话：6862413 6867925。

一、做好项目服务把关，继
续服务好汝州经济发展，主动加
强有关部门和企业联系沟通，严
把项目环保审批关，缩短审批时
间，提高办事效率。

二、完成污染减排目标任
务，与省政府签订了目标责任
书。今年是十二五的最后一年，
减排任务艰巨，须加强工程减
排、结构减排、严格管理减排各
项措施的落实；特别是工程减
排，要加快推进汝南产业集聚区
污水处理厂、城东石庄污水处理
厂、温泉镇污水处理厂早日建成
投运，城东污水处理厂完成提标
改造任务，形成减排效果。工业
企业要加大提标改造力度，强化
深度治理，确保全面稳定达标运
行。

三、实施蓝天工程、碧水工
程和乡村清洁工程，完成省政府
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完成3个

省级生态乡镇、5个生态村、2个
农村连片整治任务，确保实现

“十二五”环保规划目标任务。
四、严厉打击环保违法行

为，以新《环保法》颁布实施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项目环境监管，
严格执行环保各项制度，强化环
保执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
为。对辖区内“十五小”“新五
小”企业，坚决取缔、严厉打击。

五、改革创新环境保护管理
机制，健全和完善环境保护联席
会议制度和环保目标考核制度，
对完不成环保目标任务或达不
到进度要求的，严格按照《汝州
市环境保护工作奖惩暂行办
法》、《汝州市环境保护责任目标
考核办法》、《财政经费拨付与环
保底线工作挂钩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实行环保预警约谈、履职
履责约谈、“一票否决”制度。同
时着手编写“十三五”环保规划，

努力为汝州市“十三五”环保工
作的顺利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六、以严格环境执法监管为
重点，着力维护环境安全，不断
加大执法力度，强化综合防控，
加强应急管理，着力解决影响科
学发展和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
问题，切实维护环境安全和社会
稳定；并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切
实履行职责，出重拳、用重典、零
容忍，保持高压态势，严查违法
行为。同时，深化污染综合防
控。加大污染综合防治力度，持
续改善环境质量，保障环境安全
和社会稳定；加强环
境应急管理，建立健
全应急处置制度，切
实保障群众健康。

七、强化作风建
设，着力增强队伍素
质。在新常态下强
化作风建设，打造一

支政治硬、作风正、业务精、素质
高的环保干部队伍。强化干部
队伍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依
法行政意识，努力形成“守土有
责、各负其责、履职尽责、失职追
责”的完整责任链条，严明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纪律建
设，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为环保
工作深入开展营造风清气正的
良好环境。

企业信息公示相关问题解答
□实习生 李帅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本报讯 改革工商登
记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
在新形势下简政放权，以
行政审批制度为突破口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
2014年3月1日，工商登
记制度改革正式实施以
来，汝州市工商局紧跟汝
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工
商部门的改革步伐，立足
实践、不断创新服务手段，
持续优化服务措施，确保
各项改革事项落实，激发
了汝州广大群众的创业热
情，促进了各类市场主体
的快速发展。一年来，汝
州市各类市场主体同比增
长21.33%。其中，个体工
商户增长16.82%，农民专
业合作社增长31.69%，私
营企业增长56.15%。

此次，为了增进企业
和社会各界对工商登记制
度改革的了解，使更多的
市场主体在改革中受益，
市工商局围绕2014年10
月 1日起施行的《企业信
息公示暂行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就广大企业
和社会特别关注、比较集
中的问题以问答的形式一
一解答。

未来汝州，山美水美更宜居
□记者 李春 实习生 李帅

本报讯 2014年是汝州市
环保工作不平凡的一年。去年，
汝州市环保局在河南省环保厅
和汝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
督指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
领，以改善城乡环境和污染物
减排工作为重点，严格建设项
目管理，强化污染治理，严厉打
击各种环境违法行为，环境质

量、治污减排、环保民生得到了
显著的改善。全市出境水质达
标率达100％（省定80%），城区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99天
（省定219天），出境水质达标率
和城市集中饮用水质达标率
100％，生态市创建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区域环境噪声达到
国家标准。

在2015年，汝州市环保局
将以“紧紧围绕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汝州”为总体目标，按

照汝州市委书记高建军在市委
六届六次会议全会讲话中提到
的“顺应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
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的迫切渴
望，完善生态环保系统，让群众
望得见蓝天白云、看得见青山
绿水、呼吸到清新空气”为要
求，大力实施“蓝天工程、碧水
工程、乡村清洁”三大工程，强
化总量减排、环评管理、执法监
管、改革创新、基础能力、队伍
建设六项措施；确保实现省政

府下达的年度总量削减目标和
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削减
目标；确保实现大气、水、饮用
水环境治理目标，环境空气优
良天数达到190天以上，河流
断 面 水 质 平 均 达 标 率 达 到
100%，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
达标率达到 100%；确保实现

“十二五”环保规划目标任务。
总之，2015年环保工作任

务繁重艰巨，必须统筹兼顾，长
短结合、突出重点、全面推进。

汝州市环保局2015年重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