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2月 7日，国务院公布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要求进一步放松对市场
主体准入的管制，降低准入门槛，并进一步转变监管方式，强化信用监管。其中，
作为企业监管制度的重大创新，将现行企业年度检验制度（“年检”）改为企业
年度报告公示制度。 

近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工商”）同时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办法（试行）》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试行）》，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区”）
注册的企业将按规定公示与其经营活动相关的信息，供社会公众查询。 

企业应关注年度报告报送时间以及具体内容要求。如果企业未按规定提交年度报
告，将有可能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对企业的声誉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年度报告
信息公示，对企业披露信息的真实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在披露这些信息的
时候也应该更为谨慎。 

要点 

1）适用范围 

• 试验区内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2）公示时间（注 1） 

• 每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
告 

3）年度报告信息（注 2） 

• 企业法人：登记备案事项、注册资本缴付情况、资产状况、营运状况、企业
从业人数及联系方式等 

• 非法人企业：登记备案事项、资产状况、营运状况、企业从业人数及联系方
式等 

自由贸易试验区系列 —— 
上海市工商局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企业年度报
告公示办法 

本期快讯讨论的文件 
• 《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

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4)7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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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分支机构：登记备案事项、营运状况、联系方式等 

4）经营异常名录管理 

• 对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公示年度报告或通过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
联系的情形将被载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予以公示 

• 企业在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三年内履行年度报告公示义务的或已办理住所
（经营场所）变更登记的，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载出 

• 连续三年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载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将被永久载入经营异常
名录，并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即黑名单） 

• 对被永久载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负有个人责任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自企业被永久载入经营异常名录之日起三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 

注 1：当年设立登记的企业，自下一年起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 

注 2：上市公司、国有企业、认缴注册资本或全年销售收入 2000 万元以上的公司
以及一些特殊性行业公司还须提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 

毕马威观察  

此次对企业监管方式的改革一方面通过网上报送方式为企业履行相关行政义务提
供便利，另一方面借助对社会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来加强对企业的信用
约束，引导企业诚信经营。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对企业年度报告公示的内容进行抽查，同时将未按规定报送
公示年度报告的企业载入经营异常名录，以信用监管方式取代行政处罚方式，达
到引导企业规范经营的目的。 

日前虽然对于年度报告所需披露的具体内容未予以明确，但通过其它省市操作的
情况我们了解到，年度报告包含的内容主要有企业名称、经营场所、法人代表姓
名、高管名单、对外投资信息以及分支机构情况等。相对于以前年检信息公众无
法直接通过网上查询，此举使企业实际经营情况更具透明度，也对企业披露信息
的真实性提出更高要求。 

上海工商已于 2月 24日明确将停止企业年检工作，此次只针对试验区区内企业年
度报告公示进行明确，我们预期适用于区外企业的操作规定也将于近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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