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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司司年年报报怎怎么么报报，，市市民民最最关关心心
市工商局企业注册局负责人本报接热线，不到俩小时接到近百咨询电话

本报2月26日讯 针对3月
1日济南市即将启动的注册资
本登记制度改革，26日，济南市
工商局企业注册局局长及相关
负责人到本报接听热线。在不到
两个小时时间里，共有近100位
读者给本报热线96706315打来
电话。经过耐心解答，市民所关
心的问题都得到了一一回复。

“工商登记改了，不用验资、
审计了，那我们注册该怎么办？”
14：00刚到，本报呼叫中心的热
线就响了起来。得知工商部门相
关局长要来接听热线，不少市民
早早就拨通了电话。

市民王女士表示，她打算注
册公司，现在已经进行到一半程
序了，这几天看到本报刊登了工
商制度改革的新闻，“我把注册
工作先暂停了，想等新政出来后
再注册，这样行不行？”

对此，济南市工商局企业注
册局局长王圣水答复道：“这样
是可以的，2月份以前，市民登记
注册营业执照仍然需要按原先
的制度办，3月1日后，可以按照
最新的登记制度办理。”

“如果3月1日办理，我是不
是就不用提交验资报告了？”槐
荫区曹先生问。王圣水答复称，
自3月1日起，济南市将执行注
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放宽注册资
本登记条件。公司股东或者发起

人可以自主约定认缴的出资额、
出资方式和出资期限。

历下区的周先生来电称：
“注册资本认缴制后，我是不是
想报多少就报多少？”

“这是绝对不行的”，王圣水
表示，股东认缴出资额或者发起
人认购股份、出资方式、出资期
限、缴纳情况都要通过市场主体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虚假认缴或提交虚假证明的，
将承担相应的行政和法律责
任。”而且，认缴出资额也将与公
司的民事责任相挂钩，也就是说
公司股东要以其认缴注册资本
数额为限来承担公司的民事和
经济责任。“如果企业只有100
万元的实际资本，却虚假认缴了
1000万元，就要承担1000万元
的法律责任。”另外，公司和其认
缴资金未到位的股东，还要付出
其社会信用降低的代价。

工商热线电话的接听共持
续了两个小时，接到市民来电近
百个，反映的问题大多围绕公
司注册登记、年度报告公示制
度等。由于时间原因，仍有部分
市民的来电未来得及答复，但
工商人员表示，目前济南市工
商局也开通了咨询电话接受企
业和市民咨询，争取及早将新
政 策 宣 传 到 位 ，电 话 号 码 为
82569732。

距离3月1日新政策实施还
有一天时间，据工商部门统计，
截至目前通过核名待注册的市
场主体已经近10000个，这部分
人中90%都在等新政实施后再申
请执照。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注册
潮”，济南市工商局及各分局将通
过增开一倍受理窗口、增开热线
等措施妥善应对这次考验。

王 圣 水 告 诉 记 者 ，这 近
10000个待注册的市场主体，几
乎占到了去年全市新登记企业
数量的一半，“去年全市工商系
统共新登记各类企业1 . 7 5万
户，今年2月份就审核通过了近
5000个企业名称预先登记。”

“我们从3月1日起，将增加
受理窗口。”王圣水称，3月1日

起，市工商局及各分局将增加名
称核准、登记受理的工作人员数
量，业务办理窗口比平时增加一
倍。同时，提高每个窗口的工作
量，每个窗口由平时的一天不到
10户增加到20户。济南市政务审
批服务中心工商登记窗口的咨
询电话也由原来的一条线增设
到三条线。

王圣水表示，从3月1日起，
将进一步调整网上登记系统，市
民可通过网上登记系统选择预
约登记时间，以节省排队时间。

“目前技术部门正在完善系统，
今后登录网上登记系统，可以看
到每一天预约的人数，然后根据
自己的时间安排，选择报送材料
的具体日期。”

“今后企业信息都将在网上
公示，这有点类似淘宝网站的差
评制度。”王圣水告诉记者，3月
1日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后，
济南市工商局网上服务平台增
设的预约服务系统和市场主体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将相继上线，
企业的相关信息一览无余。

除国家规定的27类行业之
外，公司登记注册不再提交验资
报告，工商机关也不再登记企业
实收资本。对多数企业而言，登
记时需要提交验资报告的情况
即将成为历史。

市民黄先生来电称：“以后
不需要年检了，会不会有人胡乱
报，我们如果想跟他们合作，也
没法核实真实信息了。”

“准入门槛的降低，并不意
味着放松对市场主体的监管，而
是实施更加科学有效的约束。”
王圣水告诉黄先生，年报制度实
施后，工商部门将采取抽查的方
式，对企业公示的信息按照一定

的比例进行检查。
同时，企业填报的年度报告

要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向社会公示，接受全社会的监
督。想查哪家企业的信息，都会一
目了然。“企业上报年度报告后，
将同时在网上公示，接受社会监
督，如果出现虚假信息等情况被
举报，工商部门将介入调查。”

“今后，市场主体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的上线运行，会促使企
业更加注重自身形象和信誉。一
旦被永久载入经营异常名录，不
得恢复正常记载状态，并列入严
重违法企业名单，即‘黑名单’。
就像淘宝网站的差评，一旦被

‘差评’，将终身伴随这家公司，
不能消除。”

王圣水提醒企业经营者，应
当全面正确地认识这种建立在
信用制度基础上的工商监管的
新方式、新体系，这虽然不同于
以往的行政处罚，但是将比单纯
的行政处罚更有影响力。

近近万万已已核核名名准准公公司司待待新新政政
工商部门将增开受理窗口并实行网上预约登记

黑黑名名单单犹犹如如淘淘宝宝差差评评
公公示示制制度度如如同同紧紧箍箍咒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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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济南市工商局企业注册局局长王圣水及副局长陈西利来本报接听热线，对市
民反映的企业注册问题进行解答。有不少市民打来电话，咨询注册新政的有关问题。

刘先生表示，2013年公司
的营业执照已经办理年检，今
年的年检时间又快到了，可是
现在发现公章丢失。“虽然知
道2014年不需要年检了，但还
是不放心，不知道公章丢了会

不会耽误年检？”
陈西利表示，企业3月1日起

已经无需年检了，所以如果公章
丢失，并不妨碍营业执照继续使
用。“企业年检取消后，将改为年
报制度，但是年报的具体法律规

定还没有出台，建议关注工商局
的官方网站和相关媒体报道。”

不过，陈西利提醒刘先
生，企业公章关系到企业日常
经营业务，虽然无需年检，但
是还是应当尽快把公章找到。

公司公章丢了会不会耽误年检？
热线答复 年检已经取消

市民王女士说，为了扩大
公司的规模，她想增加注册资
本，来提高公司的效益。听说
最近有新政策将实施，她想咨
询该如何增加注册资本与变
更公司注册地址的问题。

陈西利回答说：“从3月1日
起，除规定的27类行业外，办理
工商登记时，市场主体将不需要

验资报告，如果想要增加公司注
册资本，直接申报认缴即可。”

陈西利解释说，3月1日之
前仍要执行现行的工商登记
制度的规定，如果要增资的
话，需要召开股东决议会，提
交公司变更申请表、验资报
告、章程修正案等材料，3月1日
之后可免交。

“不过变更地址仍要出具
相关证明。”陈西利表示，如果
变更注册地址的话，仍需要出
具房屋产权证明，至于何时不
需要产权证明，工商局到时会
通过媒体、网站等途径来通知
广大经营者。除此之外，还可
凭街道、买房手续等第三方证
明进行注册。

如何增加注册资本？
热线答复 现已不需验资报告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
后，开书店、办餐馆、搞培训是
否还需要办理前置许可？关于
前置许可的问题成为市民询
问的焦点。据介绍，目前国家
有关部门正在梳理行政许可
项目，从事需要前置许可的经
营项目，目前仍要执行现有规
定。

市中区的庄女士问道，她
想开办一家书店，该办理哪些
手续？

陈西利回答说，根据国家
对出版管理的有关规定，从事
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须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

而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单
位和个体工商户，须经县级人
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
核许可，之后再办理营业执
照。

市民曹先生想在公司的
经营范围里添加有关培训的
事项，咨询办理程序。陈西利
介绍说，这要视培训的对象和
规模而定。如果从事不发放职
业资格证书的非职业技能培
训，如提供计算机知识培训、
企业管理知识培训等，无需办
理前置许可。如果是发放职业
资格证书的职业技能培训，则
需要人社部门或主管部门颁
发许可证。此外，举办民办学

校不属于工商部门登记范围，
需要教育部门颁发许可证，由
民政部门登记。

市民孔先生询问，改革后
开办餐馆，是否还需要环评手
续？

陈西利解释称，根据2012

年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环保
局、工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
一步界定工商登记环保前置许
可的通知》规定的四大类项目
外，其他行业办理工商注册登
记，不需提交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餐饮服务不在四大类项目
中，因此如果单纯办理营业执
照，无需事先通过环评。

前置许可是否还需办理？
热线答复 有关部门正在梳理，仍需执行现有规定

济南市工商局企业注册局局长王圣水正在本报接听读者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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