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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工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1 月 10 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和国家税务总局征
管和科技发展司司长饶立新介绍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
工作的有关情况。
2018 年，我国新增市场主体 2149.58 万户，新增企
业 670 万户，平均每天新增企业 1.83 万户，年度注销企
业数为 181.35 万户。从注销和新设企业比例来看，
2018 年新设企业与注销企业的数量比为 3.69 比 1，即
平均每进入市场 3.69 户企业，就有 1 户企业通过注销退
出市场。如果看办理的简便程度，企业
“生死”大不一样
——目前，我国企业开办环节从原来 7 个环节变为 4 个
环节，时间由原来 22.9 天变成 8.6 天，但是企业注销往
往要几个月，
注销难仍是社会热点。
马正其表示，
企业注销难，既有客观原因，也有机制
原因。
“企业进入市场从事一段时间的经营活动后，形成
了大量法律关系，牵涉到诸多利益主体。企业注销之
前，必须彻底了结包括偿付债务、缴清社保、清结税款等
事项。与企业登记设立时是一张白纸相比，企业注销势
必要更加繁琐、复杂。”马正其表示。
“随着社会诚信体系逐步完善，大量注销企业受到
联合惩戒限制，企业自身遗留问题难以快速解决，延长
了自身注销的时间，部分企业还存在着证照章丢失、股
东意见不合等问题。”马正其表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
间缺乏协同联动、
“一次告知”不到位等，也导致了企业
多次往返办事，增加了注销的难度。
为解决此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共同起草了《关于推

进企业注销便利化工作的通知》，
进企业注销便利化工作的通知》
强化对违法失信企业的
惩戒约束，
惩戒约束
，
促进企业
“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
”
、
结构优化。
结构优化
。
此外，
此外
，
五部门
还联合编制了《企业注销指引
企业注销指引》
》，
对社会统一公开告知涉
及企业注销全过程的业务流程图、
及企业注销全过程的业务流程图
、
文书材料规范、
文书材料规范
、
法律法
规规定、
规规定
、权利义务风险等
权利义务风险等，
，
以便企业合理安排行动，
以便企业合理安排行动
，帮助
企业尽快解决注销流程
“僵局
僵局”
”
，
顺利完成市场退出。
顺利完成市场退出
。
同时，
同时
，
相关部门优化社保、
相关部门优化社保
、
商务、
商务
、
海关等登记注销，
海关等登记注销
，
加
强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强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
建立了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
建立了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
，
实现企业注销“一网
一网”
”服务
服务,
,将“企业分头跑
企业分头跑”
”变为各有关
部门注销业务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
、
同步指引”
同步指引
”
,企业能够
“一网
一网”
”
获
知各环节流程、
知各环节流程
、
进度和结果，
进度和结果
，
提升企业办事体验。
提升企业办事体验
。
以企业注销最常见的税务问题为例。
以企业注销最常见的税务问题为例
。据饶立新介
绍，国家税务总局制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办理企业税
务注销程序的通知》，提出
“少跑腿”
“即时办”
“容缺办”，
基本破解了企业税务注销分类处理的难题。
“少跑腿”就是实行清税手续免办服务。税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开展了企业简易注销改革，
向市场监
管部门直接申请简易注销的纳税人，
如果没有办理过涉
税事宜，
或者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未领发票、无欠税、无罚
款的，
就可以免予到税务部门办理清税手续。
“即时办”就是优化税务注销即办服务。对于未处于
税务检查状态、无欠税、无罚款，
已缴销发票且相关资料
齐全的纳税人，现场就可以办结税务注销手续。原本企
业税务注销办理时限是 20 天，
定期定额个体户是 5 天。
“容缺办”就是推行“承诺制”容缺办理。在办理税
务注销业务的时候，纳税人如果资料不齐，可在作出限
时补齐的承诺之后，
当场由税务机关出具清税文书。

中国与多国携手探秘宇宙

促进企业“新陈代谢”实现注销“一网”服务

本报北京 1 月 10 日讯 记者
姜天骄报道：记者 10 日从国家航天
局获悉，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软着
陆以来，由多个国家和组织参与的
科学探测任务陆续展开。着陆器上
由德国研制的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
探测仪和巡视器上由瑞典研制的中
性原子探测仪开机测试，获取的探
测数据将通过
“鹊桥”中继星陆续传
回地面，中外科学家计划共同开展
相关研究工作。
嫦娥四号任务的顺利实施凝聚
着诸多参与国的贡献。除探测器上
的德国和瑞典载荷外，中继星上配
置了荷兰低频射电探测仪；与俄罗
斯合作的同位素热源将保障嫦娥四
号安全度过月夜；我国在南美建设
的阿根廷深空站参加测控任务，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空间局测控
站也将发挥支持保障作用；
此外，
哈
工大环月微卫星
“龙江二号”上的沙
特微型成像相机已于 2018 年 6 月
成功传回了地月合影。
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与中国国家航天局就
月球与深空探测合作进行了讨论。
嫦娥四号任务发射前，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月球勘探轨道器－LRO
团队与嫦娥四号工程团队科学家进
行了密切沟通，商讨利用美方在月
球轨道运行的 LRO 卫星观测嫦娥
四号着陆，
开展科学研究。据悉，
美
方向中方提供了 LRO 卫星的轨道
数据，中方团队向 LRO 团队提供了
着陆时间和落点位置，期待将有更
多科学发现和成果。
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愿与各国航天机构、空间科学
研究机构及空间探索爱好者携手，
共同探索宇宙的奥秘。

嫦娥四号国际合作载荷开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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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中心”定位实现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21 条举措助推综保区优化升级
本报记者 顾
海关总署、商务部等 14 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
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简称《意见》
），提出了包括赋予区内企业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资格、简化医疗器械进境注册或备案手续等 21 项
任务举措，旨在助推综合保税区实现高水平开放、高质
量发展。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140 个，其
中综合保税区 96 个。”在 1 月 10 日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李国表示，目前新设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统一命名为综合保税区，
而原有的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正加快整合优化为综合保税区。按照《意
见》要求，推动综合保税区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
竞争力的加工制造中心、研发设计中心、物流分拨中心、
检测维修中心、销售服务中心等
“五大中心”——统筹两
个市场，打造加工制造中心。针对区内加工企业要求最
为迫切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问题，
提出赋予区内企
业一般纳税人资格；
允许拟入区企业进口自用机器设备
等，自国务院批准设立综合保税区之日起即提前适用相

改革先锋进校园活动走进云南重庆

据 新 华 社 昆 明 1 月 10 日 电
（记者字强） “将深潜进行到底，创
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更大奇迹！”
“改
革先锋”叶聪 10 日走进云南大学，讲
述中国载人潜水器的辉煌发展历程，
激励广大青年学子发扬中国载人深潜
精神。
叶聪，
1979 年出生于湖北黄陂，
现
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
二研究所副所长、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总
设计师。
他长期开展载人潜水器总布置
设计及方法研究，
曾任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的主任设计师和首席潜航员。
叶聪以《将深潜进行到底》为题作
报告。他讲述了改革开放带给中国和
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载人潜水器
的“前世今生”进行科普，回忆了蛟龙
号海上试验四年的亲身经历，分享了
自己和团队的科研心得。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人的艰
苦努力，我国已具备载人舱、浮力材
料、锂电池、推进器、海水泵、机械手、
液压系统、声学通信、水下定位、控制
软件等关键部件的自主研制能力，潜
水器国产化率达到 95％。目前，叶聪
及其团队已经开始了万米全海深载人
潜水器的研制，未来几年内有望实现
万米深潜。
据 新 华 社 重 庆 1 月 10 日 电
（记者柯高阳） 1 月 9 日，
“ 改革先
锋”冉绍之走进三峡库区腹地城市万
州，为重庆三峡学院、重庆三峡职业学
院、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庆
信息技术职业学院等高校的千余名师
生作报告，分享参与改革开放伟大实
践的难忘经历。
冉绍之是重庆市奉节县人，他从 1992 年开始就投身于
三峡移民工作，先后摸索出了“三不准”
“四监督”
“五公开”
和
“五支笔联审”等成功经验，率先在三峡库区创造了
“门前
一条江，江边一条路，路边一排房，房后一片园”的“就地后
靠安置”模式，为三峡移民搬迁安置树立了样板，在三峡库
区得到大力推广。
冉绍之以《我与改革开放共奋进》为题，讲述了参与
三峡库区移民工作的经历和亲历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变
化。他说，大家都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贡献者、
受益者。

山东潍坊：

争当企业家的“风筝之都”

阳

关的免税政策；简化海关业务核准手续，实行企业自主
备案等便利措施。
针对当前很多企业面临的市场选择困惑，李国表
示，
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的多元化因素对一些企业
产生了影响，既影响进出口数量，也影响企业自身产能
最大化的问题，21 项举措将立足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着力培育综合保税区在产业配套、营商环境等方面的综
合竞争新优势，更好地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更好地满
足于我们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需要。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
年的发展，
，
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已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先行区、
域已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先行区
、加工贸易转型
升级的集聚区，
升级的集聚区
，
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
推进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
发展
、促进对外贸易和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数据显示
数据显示，
，2018 年 1 月至 11 月，全国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实现进出口值 4.7 万亿元人民币
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2
12..3%，
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16
16..8%，以占全国二万分
之一的土地面积，
之一的土地面积
，
实现了约六分之一的外贸总量，
实现了约六分之一的外贸总量
，
单位面
积投资强度和工业产值均居我国各类开发区之首。
积投资强度和工业产值均居我国各类开发区之首
。

许振超：干就干一流 争就争第一
据新华社青岛 1 月 10 日电 （记者苏万明） “干
就干一流，
争就争第一。”这是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
限责任公司固机高级经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
（兼职）许振超的
“座右铭”
。
1974 年，只有两年初中文化的许振超来到青岛
港当上了一名码头工人。那时，
港口装卸作业方式很
落后，体力劳动繁重、工作环境艰苦。
“当时我经常一
边工作，一边思考：难道码头工人就不能摆脱这种出
大力、流大汗的命运吗？”许振超回忆说。
“缺少知识误人误事，唯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这一信条很快占据了许振超的头脑。此后，
许振超身
上不离
“两件宝”——笔记本和英汉小词典，
刻苦自学
桥吊核心电路等知识，
其中不少是英文资料。
1984 年青岛港组建集装箱公司，许振超因肯钻
研、技术好，
被选为第一批桥吊司机。经过苦练，
他成
功练就了
“一钩准”等
“绝活”
。
2003 年 4 月 27 日夜，许振超带领桥吊队的工
友们，仅用 6 小时 15 分钟，就完成了“地中海法米
娅”轮 3400 个标准箱的装卸，创出了每小时单机效
率 70.3 自然箱和单船效率 339 自然箱的世界纪录。

本报讯 记者管斌报道：在日前举行的2018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山东潍坊企业潍柴动力以“重型商
用车动力总成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1 月 10 日，潍坊市召开大会庆祝潍柴动力荣获
大奖，并号召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以潍柴动力为标
杆，学习先进、争创一流，努力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潍
柴动力董事长谭旭光表示：
“这份荣誉是对我们十年来心
无旁骛攻主业的最大褒奖，是对潍柴集团数十年来扎扎
实实搞创新、坚持不懈科研攻关的巨大肯定。”
近年来，
潍柴集团大步走向世界，
产品远销110多个国
家，
2018年销售收入达到2340亿元。
“潍柴集团 20 年来的
光辉历程和成功经验，
是一笔极为难得的宝贵财富，
要珍
惜好、发扬好。”市长田庆盈说。
但在潍坊，
潍柴不是
“孤峰”
，
歌尔、
豪迈、
晨鸣纸业、
雷
沃重工……潍坊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正是这一个个大
企业、
一座座高峰的支撑：
歌尔集团致力于成为全球一流的企业，已与消费电
子领域的国际客户达成稳定、紧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
系。2018 年歌尔实现营业收入 370 多亿元，年复合增长
率达 40%以上。
豪迈轮胎模具占全球同行业的 25%，出口占中国同
行业的 95%，
是世界轮胎模具行业冠军。
……
潍坊的企业之所以不是一树独秀，
而是林木茂盛，
是
因为这里有着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肥沃土壤。
“我们要努
力营造好营商环境，
让更多的企业家从这里向着更高、更
远的目标拼搏、奋飞，使世界闻名的‘风筝之都’潍坊，也
成为企业家的
‘风筝之都’
！”潍坊市委书记惠新安说。

“美丽产业”走俏市场

步鑫生：城市集体企业改革先行者
据新华社杭州 1 月 10 日电 （记者方问禹）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彼时在集体企业担任厂长的步鑫生，
率先树起改革旗帜，
成为城市集体企业改革的先行者。
步鑫生，
1934 年 1 月出生于浙江海盐县一个裁缝
世家。
1981 年，
步鑫生出任海盐衬衫总厂厂长，
他直面
问题、
大胆改革，
充分激发城市集体企业的生产力。
步鑫生制定
“生产上抓紧，
管理上从严，
经营上搞
活，
生活上关心”的办厂方针，
在生产经营、内部管理、
劳动用工及分配制度方面大胆改革。
自创品牌打市场。海盐衬衫总厂甩掉“产品包

销”的拐棍，
选择以
“款式新、衣型新、装潢新、转得快”
的方向投身市场，先后创立的双燕、三毛、唐人、方圆
等品牌，很快在市场中展现优势。1984年的短短2个
月，
全国各地到海盐衬衫总厂参观人数达2万多人。
两年时间后，
海盐衬衫总厂因为西装生产线过度
扩张而陷入困境。
“改革符号”步鑫生开启人生沉浮，
也凸显改革之路难言平坦。
1988 年被免职后，步鑫生离开海盐，到北京、辽
宁盘锦、河北秦皇岛等地创业。2001 年定居上海。
2015 年 6 月在家乡海盐去世，
享年 81 岁。

屠呦呦：青蒿素是献给世界的礼物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者侠克） “青
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
也是中国传统
医药献给人类的一份礼物。”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
究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得主屠呦呦说。
青蒿素的发现，为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
药。如今，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ACT）是世
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疟疾治疗的最佳疗法，
挽救了全球
数百万人的生命。
2015 年 10 月 5 日，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
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
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在青
蒿提取物实验药效不稳定的情况下，
正是这句出自东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对青蒿截疟的记载，
给了屠呦
呦新的研究思路。通过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
屠呦呦团队最终于 1972 年发现了青蒿素。
“只有掌握青蒿素的抗疟机理，才能更充分地发
挥药效，更合理地应用这种药。”屠呦呦说，
“ 荣誉越
多，
责任越大，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月 7 日，江苏海安市城东镇壮志街道现代农业园
内的花农在搬运甘蓝。近年来，城东镇引导农民调整种
植结构，
大力发展以观赏植物为主的“美丽产业”
。目前，
该镇观赏植物销往上海等地，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特色
产业。
向中林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