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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注册企业越来越便捷，注销难的问题日益
凸显。2019 年伊始，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企业“注销
难”专门研究并做出部署。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政策吹风会
上透露，有关部门已联合起草 《关于推进企业注销便
利化工作的通知》，在保障市场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的
基础上，通过强化部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促进企
业“新陈代谢”。专家认为，此举回应了社会关切，有
利于劣质企业的退出和优质企业的进入，是为创业者
减负、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

大幅缩短注销时间

当创业项目失利、企业经营不善时，如果不能及
时注销旧企业，而是继续做账、报税，往往要牵扯创
业者大量精力；但倘若放任不管，企业又会纳入工商
异常经营名单、税务黑名单，从而对重新创业产生不
利影响。因此，企业迫切希望注销能便利起来。

“社会反映‘注销难’主要集中在提交材料繁多、
办事流程复杂、全程耗时较长等方面，还有企业反映
缺乏办事指南，‘一次性告知’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
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介绍。

之所以耗时长、手续多，马正其表示，这其中有
客观原因。一方面，企业经营通常会形成较为复杂的

债权债务关系，客观上导致注销程序相对复杂。另一
方面，随着社会诚信体系不断完善，受到部门联合惩
戒限制的大量“非正常户”企业需要花费较多时间解
决遗留问题，也造成了其自身注销环节多、耗时长。
此外，部门间协同联动不足，也导致注销工作指引和
针对特殊情况的解决方案相对欠缺。

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相关部委已经拿出了三方
面的具体措施。一是简化登记注销流程，改进普通注
销制度，完善企业简易注销制度；二是简化税务、社
保、商务、海关等注销手续；三是设立企业注销网上
服务专区，推行注销“一网”服务。据测算，通过推
行上述改革举措，一般正常企业办理注销时间有望至
少缩短1/3以上。

让企业少跑冤枉路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破解“注销难”的改革在提
升便利化方面亮点不少。比如，在推动企业注销流程
再造方面，政府将“企业分头跑”变为各有关部门注
销业务“信息共享、同步指引”，企业负责人能够“一
网”获知各环节流程、进度和结果，提升企业办事体
验。再比如，在精简材料方面，主管部门将企业注销
成立清算组的备案、登报发布债权人公告等，改为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免费公示公告，也将大

幅减少注销登记材料。与此同时，针对很多企业在办
注销时不知从何入手、跑冤枉路的现象，以及因股东
失联、不配合、营业执照遗失等原因导致的“注销流
程难”等问题，相关部门还联合编制了 《企业注销指
引》，向社会发布涉及企业注销全过程的业务流程
图、文书材料规范、法律法规规定、权利义务风险
等，以便企业尽快解决注销流程“僵局”，顺利完成市
场退出。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经济贸易系教授何维达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数量上看，企业注销诉
求大多集中在民营企业。对于经营不善、亏损严重、
活力不足的企业来说，及时注销是件好事。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视辖区内市场主体
数量等经济指标，而民企注销过多似乎有损地方政
绩。但实际上，帮助经营困难、无以为继的企业及时
注销并退出市场，反而有利于为创业者减负，促进更
多新企业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有关部门及时
出台企业注销便利化措施，是实事求是之举、解决问
题之道。”何维达说。

新陈代谢好，经济活力足

专家指出，与企业登记设立时的一张白纸相比，
拟注销的企业本身各种经营问题较多，注销势必复杂

一些。这也提示，企业注销便利化要在合法合规、合
理保护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追求更高效率。

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司长饶立新介
绍，破解“注销难”，税务部门主要推出了“即时办”

“容缺办”等措施。比如，如果纳税人没有办理过涉税
事宜，或者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未领发票、无欠税、无
罚款，就可以免于到税务部门办理清税手续。再比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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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如果纳税人资料不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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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是市场微观主体。企业新陈代谢良好，经济
会更有活力。”何维达说，良好的营商环境，应当是企
业能够便捷地进入，也能够顺利地退出。近年来，国
家在企业登记注册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相关
数据显示，到 2018 年底，全国实有市场主体达 1.1 亿
户，其中企业 3474.2 万户，平均每天新增企业 1.83 万
户。企业开办环节也从原来7个变为4个，时间由原来
22.9天变成8.6天。不难预见，企业注销便利化措施的
实施，将让更多“僵尸企业”从市场中出清，有助于
企业轻装上阵，及时调整经营思路和方向，更好地适
应市场提升质量，也有利于加速释放各类要素，为经
济注入更多新鲜血液。

不让“注销难”困扰企业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本报北京1月11日电（记者陆娅楠、张志
峰、王昊男） 在11日国新办举行的河北雄安新
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发布会上，京津
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介绍，目前，雄安新区和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正在高标准、高质量
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正在积极稳妥开
展。交通、生态、产业等重点领域实现了率先
突破。《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经
党中央、国务院批复实施并且公开发布。北京
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北
京市完成了第一批市级机关向副中心搬迁，北
京市四套班子在城市副中心正式挂牌。北京市
通州区和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协同
发展也在积极推进。

11日上午，北京市级行政中心正式迁入通
州，开启北京城市副中心时代。北京市副市长
隋振江表示，到203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常住
人口规模控制在 130 万人以内，城市建设用地

规模控制在 100 平方公里左右，地上建筑规模
约1亿平方米。

隋振江介绍，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新期待，为北京解决“大城市病”作出示范，北京
城市副中心将建设未来没有“城市病”的城区。为
此，副中心将人口密度控制在0.9万人/平方公里
以内。同时大幅度提高生态空间规模，城市副中
心有 40%是生态空间，不是绿就是水，一般新城
从来没有过这样高的生态空间规模。

为了建立更良好的职住关系，北京城市副中
心将产业用地和居住用地比例从现状的 1∶1.3
调整到1∶2，到2035年达到平衡，基本实现在
副中心工作、在副中心居住。完善住房体系，
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和商品住房调控体
系。加强与公共交通耦合，实现居住区与重点
功能区轨道交通一次换乘便可到达。

据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轨道交通
线网密度达到1.1至1.2公里/平方公里，密度较
高，将建设 230 公里的城市绿道，实现人均绿

地面积达到 30平方米，贯通 163公里的连续滨
水岸线，营造宜人的滨水环境。

“城市副中心不是一张白纸，还有不少老城
区，现在 100 平方公里大部分还是建成地区，
需要以新促老、新老融合，在实施过程中开展
老城双修——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弥补老城
功能上的不完善，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隋振江说。

隋振江介绍，为了落实规划，北京以重点
工程为抓手搭建城市骨架。城市“绿心”是在
过去东方化工厂的基础上规划建设约11平方公
里的城市森林公园，同时在城市森林公园里规
划建设三大文化设施，包括剧院、图书馆、博
物馆。城市副中心站今年将推动开工建设全国
最大的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实现“轨道上的京
津冀”，连通滨海新区、唐山、平谷、廊坊北三
县地区，同时和北京地方轨道网衔接，也是城
市副中心将来分流主城客流的重要枢纽，目前
已经完成了规划和深度设计。

北京城市副中心

建设没有“城市病”的城区
北京城市副中心

建设没有“城市病”的城区

本报重庆 1月 11日电 （谢龙）
11 日，由人民网、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政治学部主办的
“2018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颁
奖典礼暨经验交流活动”在重庆市
永川区举行。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齐续
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农
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刘玉亭，重庆
市政协副主席王新强等出席会议。
王新强在致辞中表示，创新社会治

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创新社会治理
是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的必然要求，创新社会治理
是传承新时代“枫桥经验”，助推乡
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据悉，2018 年全国创新社会治
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于 2018 年 8 月
在北京启动，通过网友投票、专家
综合考评，最终总结出一批社会治
理创新的典型案例。经评审，重庆

市永川区“乡贤评理堂”构建乡村
善治新格局、吉林省长春市城郊地
区人民检察院争创“五比五看”守
护司法正义等 10 个案例获年度最佳
案例奖。

近年来，重庆市永川区以“爱
国爱家、勤劳善良、崇德尚法、诚
信重义、见贤思齐”为标准，着力
打造乡贤评理堂，打造新时代“枫
桥经验”，培育了千余名成长于乡
土、奉献于乡里的新乡贤，在此基

础上遴选出具备法律知识、善于调
解纠纷、热心公共事务的乡贤评理
员，建成乡贤评理堂，推动形成法
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乡村善治
新格局。

据了解，全国“创新社会治理
典型案例”征集活动自 2012 年起由
国家行政学院和人民网联合主办，
已经连续举办七届。该活动的举办
对于发现创新社会治理先进典型，
研究和探索省市县社会治理创新规
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提高
社会治理水平，总结和弘扬社会治
理创新的典型做法和先进经验起到
积极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颁奖典礼举行

1月11日，2019年江苏省淮安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在
盱眙县马坝镇启动。来自文化、科技、卫生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为当地群众提供
政策宣讲、农技指导、义诊体检、文艺演出等服务。图为书法家在“三下乡”
活动现场为居民写春联。 周海军摄 （新华社发）

腊八节将至，各地学校、幼儿园开展“迎腊八”主题活动，小朋友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了解腊八习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图为1月11
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幼儿园，孩子们在整理自己腌制的腊八蒜。 梁子栋摄 （新华社发）

腊八节将至，各地学校、幼儿园开展“迎腊八”主题活动，小朋友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了解腊八习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图为1月11
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幼儿园，孩子们在整理自己腌制的腊八蒜。 梁子栋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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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服饰走俏春节市场

春节临近，呼和浩特市街头的蒙古族服饰市场生意红火，市场上销售
的蒙古族传统服饰和融入蒙古族服饰造型、色彩、纹样、材质等元素的时
装受到顾客喜爱。图为 1 月 11 日，顾客在呼和浩特市一家蒙古族服饰店选
购服装。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三下乡”暖人心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1月
11日电（记者吴刚） 俄罗斯央行 10
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18 年上半
年，人民币在俄外汇储备中占比增
至14.7%。

俄央行当天发布 2018 年上半年

外币和黄金管理报告。报告显示，
俄罗斯 2018 年上半年大幅缩减美
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截至 2018
年 6 月底，美元在俄外汇储备中占
比 21.9%；这一数字在 2018 年 3 月
底为 43.7%。

本报电（记者彭训文） 腾讯公司
近日发布消息，首届腾讯青少年科学
小会将于1月20日在广东省深圳市举
行。该活动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指
导、腾讯公司主办。已故物理学家霍
金之女、科普作家露西·霍金、医学
家查尔斯·采斯勒等数十位科学家、
科普学者将与会，并回答现场青少年
提问。会上，腾讯将与知名杂志《科
学》发布“青少年科学看点榜单”。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
化腾表示，未来的教育需要更多人携
手，共同呵护孩子的想象力与好奇
心。只有不断得到鼓励，孩子们才能
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发现前人未知的
奥秘。这是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的基
础。科学小会正是一项尝试让更多孩
子展开想象的翅膀、追逐好奇心的科
普活动。他说：“每一个孩子都应该
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着迷。”

腾讯将举办青少年科学小会

俄央行增加外储中人民币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