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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用监管，是指对企业信用信息的监
管，包括对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公示、
维护、检查以及基于信用信息基础上的信
用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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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异常名录制度

以下四类情形载入经营异常名录：

（1）企业未在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向工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
报告，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2）企业未在信息形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也未在工商部门责令
的期限内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其应当公示的即时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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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



● 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制度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 （一）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
满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 （二）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

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变更或者注销登记，被撤销
登记的； （三）组织策划传销的，或者因为传销行为提供便
利条件两年内受到三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四）因直销违法
行为两年内受到三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五）因不正当竞争
行为两年内受到三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六）因提供的商品
或者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造成人身伤害等严重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两年内受到三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七）因发布虚假广告两年内受到三次以上行政处罚的，或者发
布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人身伤
害的或者其他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 （八）因商标侵权行为
五年内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九）被决定停止受理商
标代理业务的； （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的其他违
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行政法规且情节严重的。

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内

不得担任其他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不授予荣誉 重点监管



● 部门联动响应机制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

健全信用约束机制，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

出让、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将企业信息作为重要考量

因素，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

业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



①亮照经营 ⑤经营地址真实

②办理相关许可审批 ⑥对信息真实性负责

③按时提交年度报告 ⑦配合检查

④公示即时信息 ⑧珍惜信用



•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款：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或者《营业
执照》正本应当置于公司住所或者分公司
营业场所的醒目位置。”

• 第七十二条：“未将营业执照置于住所或
者营业场所醒目位置的，由公司登记机关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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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报？
凡于当年12月31日前在我市登记注册，

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第二年
均应当依法报送年报并向社会公示。

• 何时报？
年度报告时间：每年 1月1日—6月30日。



• 怎么报？
1、电脑：通过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网
站：www.szmqs.gov.cn登录商事主体公示信息录入系
统

2、手机：
• 方式一:	微信关注“深圳市场和质量监管”公众号，
依次点击“公众服务”、“商事主体年报”按钮;

• 方式二：扫描新版营业执照上的二维码，在弹出的
页面中点击“报送年度报告”按钮。



• 不按时年报的后果：
• 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不按时报送年度报告的，
最高可处以3万元罚款，并被载入经营异常
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面临信用惩戒。



● 即时信息公示

第十条 企业应当自下列信息形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

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

（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三）行政许可取得、变更、延续信息；

（四）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

（五）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

（六）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现企业未依照前款规定履行公示义务的，应当责令

其限期履行。



• 母亲因无知让儿子进入黑名单



2013年3月1日起，深圳推行商事制度改革，办理营业执照的
手续一下子变得简单多了。张女士寻思着可以先给在读大学的儿
子申办一个营业执照，等到他大学毕业了万一要创业的话，就能
马上用上了。于是，2014年，张女士以儿子为法定代表人办理了
一家公司。在“一头热”给儿子办理了公司后，张女士就把营业
执照束之高阁，久而久之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2017年，张女士已经大学毕业的儿子在办理银行房贷业务时，
被告知其公司在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里，无法办理相关业务。满腹
疑虑的儿子回到家向张女士说起，张女士才想起几年前给儿子办
公司的事情。于是，张女士拿着营业执照到市场监管部门寻求解
决办法。

企业监管科工作人员在问明事由后，发现其公司自2014年成
立起就没有申报过年报，并且因为连续三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满三年，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工作人员当即跟
张女士讲明政策，并告知她，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其
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儿子的信用将严重受损，许多经营活动被限制，
而且必须得等满五年消除了相关事由，才能申请移出严重违法失
信企业名单名单。



工作人员给张女士说清楚了相关的解决办法及注意事项后，

张女士感激不已，觉得现在儿子尚未有创业开立公司的准备，还
是先行把公司注销了，免得因为不熟悉公司管理的相关制度要求
而又触犯未知的法律法规，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并表示吃一堑长
一智，以后要注重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以免损害信用，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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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构经营地址被限制经营活动



11月2日，龙岗局企业信用监管科办公室来了一位年轻人，工
作人员老颜连忙站起来，指引他到沙发坐下，并询问他办理哪项
业务。

“我是在阿里巴巴网站开网店的，前几天，阿里巴巴网站突
然把我的账户封了，说是我的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网店被
限制经营了。眼看‘双十一’马上就到了，网店开不了可咋办
啊？”年轻人眉头紧锁，带着哭腔诉说道。

老颜一听，心中立马猜到七八分，“小伙子，你不是在龙岗
做生意的吧？”老颜不慌不忙地问。

年轻人一怔，显得有些犹豫。但面对老颜和善但不乏犀利的
眼神，只好把实情说了出来。



原来他一直在广州居住。得知在深圳办理营业执照门槛低，
手续简便，便上网联系了中介，利用虚构的经营地址申办了龙岗
的营业执照，用来在网上开店，而实际在广州经营活动。

令他始料未及的是，龙岗局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发现了辖区
内存在类似地址异常网店经营主体的线索并转给阿里巴巴网站作
出限制经营处理。

老颜耐心作出解释：“在深圳办理营业执照，经营场所实行
自主申报制，申请人应当对其真实性负责，而你用虚构的经营地
址申办了营业执照，涉嫌虚假登记。”

“啊？如果没营业执照，网店开不了，损失好大的。您看能
不能通融一下？”年轻人不肯轻易放弃，在一旁恳求道。



老颜严肃地说：“小伙子，不能因为一时的利益，损害了自
己的信用。如果做生意不学法守法，诚信经营，以后的路就越走
越窄了！鉴于你是初犯，主动注销营业执照是对自身信用影响最
小的办法。如果不主动注销，那我们就只能当成虚假登记案件来
办理了，结果就是吊销营业执照，你作为法定代表人也会进入总
局的黑牌企业数据库，受到相应的信用惩戒，三年内都不能开公
司了！”

经过一番教育，年轻人终于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也认识到
了自己的错误。第二天，他便到龙岗区行政服务大厅登记窗口申
请办理营业执照注销手续，并表示，从此要老老实实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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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一条 政府部门和企业分别对其公示信息的真实性、
及时性负责。

第十二条 企业发现其公示的信息不准确的，应当及时
更正；但是，企业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更正应当在每年
6月30日之前完成。更正前后的信息应当同时公示。



①亮照经营 ⑤经营地址真实

②办理相关许可审批 ⑥对信息真实性负责

③按时提交年度报告 ⑦配合检查

④公示即时信息 ⑧珍惜信用



● 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制度

《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

第十四条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公平规范的要求，根据企业注册号等随机摇号，确定抽

查的企业，组织对企业公示信息的情况进行检查。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抽查企业公示的信息，可以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核查、

网络监测等方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抽查企业公示的信息，可以委托会计师

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并依法利用

其他政府部门作出的检查、核查结果或者专业机构作出的专业结论。

抽查结果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



● 对不配合调查企业的公示

第十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公示的信息依法开展抽
查或者根据举报进行核查，企业应当配合，接受询问调查，
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材料。

对不予配合情节严重的企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
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 年报信息不真实影响经营



2017年12月13日上午，我局企业信用监管科工作人员正在对
抽查工作资料进行整理归档。此时，抽查工作已经结束，抽查结
果也已如实向社会公示。

正忙时，电话响起，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你好，我是某
公司负责人，我姓陈。我公司昨天接到淘宝通知，说我公司存在
弄虚作假的情形，要求我公司限期整改，否则将关闭我的淘宝店
铺。后来我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现，我公司存
在一条‘公示信息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的信息，我想问一
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家公司是我局公示信息抽查对象，这家公司2016年度

年报填报的实缴金额为100万元，与实际实缴额0元不相符，实缴
出资额存在错误。

陈先生听完，问道：“我一直以为年报只要按期公示就可以
了，没想到这次你们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会这么严格，怪我之
前也不怎么重视年报填报内容，都是公司财务人员填的。现在这
条抽查结果公示到网上，对我公司的经营产生很不利的影响，能
不能请你们把这条信息撤下来？”



“陈先生，公示信息抽查是按照《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

法》要求实施的，相关抽查结果我们有义务向社会公示。企业公
示信息除了要求企业按期限公示，同时也要求企业如实申报，企
业应当对其公示的信息真实性负责。我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对你公司抽查结果进行公示，也是信用监管的一个重要
部分，审计结论没有错误，我们没有理由将这条抽查结果撤回来，
请你理解。同时，也希望你公司能吸取教训，下一年度认真、如
实申报年报。”

陈先生听完后，叹了口气，说：“你说的我能理解，但这个
教训太大了，我的淘宝店已经经营多年，刚刚评了星钻，现在可
能不能再继续经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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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监管的措施越来越完善，随着部门

联动，惩戒作用也越来越强，但还有很多企
业没有意识到企业信用信息的重要性，也不
了解信用监管的各项措施，通过受惩戒买教
训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http://gsxt.gdgs.gov.cn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深圳信用网 https://www.szcredit.org.cn



大鹏展翅，路路绿灯
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