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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经营户业主：
个体工商户设立以后，为了更好

地帮助经营户业主降低信用风险，保
证经营户业主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不受影响，我们梳理了个体工商户年
度报告报送应该知道的几个问题，供
你参考学习：

一、什么时间报送年度报告？
个体工商户应当于每年1月1日

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或者直接向负责其登记的
市场监督管理所报送上一年度年度
报告。当年开业登记的个体工商户，
自下一年起报送。

政策依据：《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
暂行办法》（2014年8月19日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9号）第三条。

二、什么方式报送年度报告？
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者以纸质方式
报送年度报告。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报送的电子报告与向
市场监督管理所报送的纸质报告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政策依据：《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
暂行办法》（2014年8月19日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9号）第五条。

三、年度报告包括哪些内容？

（一）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信息；
（二）生产经营信息；
（三）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

经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等信息；
（四）联系方式等信息；
（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要

求报送的其他信息。
政策依据：《个体工商户年度报

告暂行办法》（2014年 8月 19日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69号）第
六条。

四 、年 度 报 告 内 容 是 否 需 要
公示？

个体工商户可以自主选择其年
度报告内容是否公示。个体工商户
选择公示年度报告的，应当通过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年度报
告并公示。个体工商户决定不公示
年度报告内容的，应当向负责其登记
的市场监督管理所报送纸质年度报
告。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自收到纸
质年度报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该个体工商户已经报送年度报告。

政策依据：《个体工商户年度报
告暂行办法》（2014年 8月 19日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69号）第八
条、第十条。

五、年度报告内容出现不准确应
如何处理？

个体工商户对其年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性、及时性负责。个体工商户
发现其公示的年度报告内容不准确
的，应当在每年6月30日之前及时完
成更正并重新公示，且只能更正当年
度年度报告内容。更正前后内容同
时公示。

政策依据：《个体工商户年度报
告暂行办法》（2014年 8月 19日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69号）第七
条、第九条。

六、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何加强
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的监督管理，确
保年度报告内容的准确性？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对个体
工商户年度报告内容进行随机抽
查。抽查的个体工商户名单和抽查
结果将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公示。

政策依据：《个体工商户年度报
告暂行办法》（2014年 8月 19日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69号）第十
一条。

七、何种情况下会被标记为经营
异常状态？

（一）未按照规定报送年度报

告的；
（二）年度报告隐瞒真实情况、弄

虚作假的；
（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依法

履职过程中通过登记的经营场所或
者经营者住所无法与个体工商户取
得联系的。

政策依据：《个体工商户年度报
告暂行办法》（2014年 8月 19日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9号）第十三
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八、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后该
如何处理？

（一）因未按照规定报送年度报
告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的个体工
商户，可以向负责其登记的市场监督
管理所补报纸质年度报告并申请恢
复正常记载状态。

（二）因年度报告隐瞒真实情况、
弄虚作假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的
个体工商户，可以向负责其登记的市
场监督管理所报送更正后的纸质年
度报告并申请恢复正常记载状态。

（三）因通过登记的经营场所或
者经营者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被标记
为经营异常状态的个体工商户，依法
办理经营场所、经营者住所变更登
记，或者提出通过登记的经营场所或

者经营者住所可以重新取得联系，可
以向负责其登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
申请恢复正常记载状态。

（四）直接办理注销手续后自动
恢复正常记载状态。

政策依据：《个体工商户年度报
告暂行办法》（2014年 8月 19日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9号）第十六
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九、个体工商户对被标记为经营
异常状态有异议的，可以采取哪些救
济方式？

个体工商户对其被标记为经营
异常状态有异议的，可以自公示之日
起30日内向作出决定的市场监督管
理局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
材料。对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也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

政策依据：《个体工商户年度报
告暂行办法》（2014年 8月 19日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9号）第十九
条、第二十条。

十、个体工商户是否有其他便捷
途径办理年报报告？

请参考《市场主体信息公示材料
七》，参照企业年度报告公示方式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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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东股权转让信息为上一年

度截至12月31日发生的变更信息，依
照经登记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及股权
转让协议填写，每一次股权转让信息均
要逐一填写，并写明股权比例的变化。

（四）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
者权益合计、营业总收入、主营业务
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纳税总额等
数据按照截止到上一年度12月31日
的企业财务报表填写，注意填报单位
是“万元”，而企业财务报表数据的单
位是“元”，填写时应注意换算。纳税
总额一般为企业缴纳的增值税、营业
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城建税、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附加税之和，
不包括企业代征的职工个人所得税、
个人独资企业缴纳的业主个人所

得税。
（五）企业投资设立企业、购买股

权信息应按照财务报表中长期股权投
资会计科目填写。

五、分公司需要填报年度报告并
公示吗？

需要。非独立核算的分公司资产
状况数据可填0。

六、年度报告内容出现不准确应
如何处理？

企业对其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及时性负责。企业发现其公示的
年度报告内容不准确的，应当在每年
6月30日之前及时完成更正并重新公
示，且只能更正当年度年度报告内
容。更正前后内容同时公示。

政策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2014年 8月 7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654号）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七、企业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准
确性如何确保？

企业自身应加强年度报告公示信
息的校对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每
年组织对企业年度报告公示信息进行
随机抽查。抽查检查公告（包含抽查
批次、抽查类型、抽查事项、抽查企业
数量等内容）以及抽查检查结果将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政策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2014年8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654号）第十四条、《企
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2014年8
月19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67号）第三条、《工商总局关于做好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通知》

（2017年 6月 27日工商办字〔2017〕
105号）。

八、不报送年度报告有何后果？
企业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报送企业

年度报告的，将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通过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社会公示。

政策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2014年8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654号）第十七条、《企
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2014
年8月19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
第68号）第四条、第六条。

九、年度报告内容公示不准确有
何后果？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依法开展抽
查或者根据举报进行核查查实企业公
示信息与检查情况不一致，按隐瞒真

实情况、弄虚作假处理的，企业将被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

政策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2014年8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654号）第十七条、《企
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2014
年8月19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
第68号）第四条、第八条。

十、被随机抽查到的企业无法联
系如何处理？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依法开展抽
查或者其他依法履职过程中通过登记
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
联系的，企业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政策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管理暂行办法》（2014年 8月 19日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四
条、第九条。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各市场监督管理所信息公示咨询点一览表

市场监管所

新村市场监督管理所新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绿华市场监督管理所绿华市场监督管理所

三星市场监督管理所三星市场监督管理所

新海市场监督管理所新海市场监督管理所

东平市场监督管理所东平市场监督管理所

庙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庙镇市场监督管理所

港西市场监督管理所港西市场监督管理所

城桥市场监督管理所城桥市场监督管理所

建设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市场监督管理所

新河市场监督管理所新河市场监督管理所

竖新市场监督管理所竖新市场监督管理所

堡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堡镇市场监督管理所

港沿市场监督管理所港沿市场监督管理所

向化市场监督管理所向化市场监督管理所

中兴市场监督管理所中兴市场监督管理所

陈家镇市场监督管理所陈家镇市场监督管理所

长兴市场监督管理所长兴市场监督管理所

横沙市场监督管理所横沙市场监督管理所

地址

新村乡新中村新跃新村乡新中村新跃287287号号

绿华镇嘉华路绿华镇嘉华路2727号号

三星镇星虹路三星镇星虹路100100号号

新海镇海辉路新海镇海辉路320320号号

东平镇北沿公路东平镇北沿公路17251725弄弄639639号号

庙镇庙中路庙镇庙中路4646号号

港西镇三双公路港西镇三双公路15811581弄弄1717号号

城桥镇东引路城桥镇东引路877877弄弄2828号号

建设镇建设公路建设镇建设公路18751875号号

新河镇新申路新河镇新申路921921号号

竖新镇前竖公路竖新镇前竖公路31503150号号

堡镇大通路堡镇大通路527527号号22楼楼

港沿镇港沿公路港沿镇港沿公路10591059号号

向化镇向化大街向化镇向化大街179179号号

中兴镇汲浜公路中兴镇汲浜公路3939号号

陈家镇裕国路陈家镇裕国路581581弄弄105105号号

长兴镇海舸路长兴镇海舸路525525号号

横沙乡锦霞路横沙乡锦霞路8080号号

联系电话

6961037669610376

5935170059351700--801801

5960112959601129

5960830059608300

5966689359666893

3960500139605001--101101

5967177659671776

6967360969673609

5933084959330849

5968153659681536--81028102

5949091059490910--812812

5942102059421020

5946157259461572

5944114559441145

5944060359440603

5943820559438205

5685074556850745--106106

5689137556891375

监督电话：59621904
专版内容由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