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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
外记者报道：今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近日，多国举办多种形式纪念
活动，缅怀这位“千年第一思想家”，分析探
究马克思对世界产生的广泛而深远影响。

英国首都伦敦5日举行国际研讨会，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来自中国、古
巴、德国、南非等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参加了由英国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主办的
这一活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
罗文东在活动上发言。

与会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教
授本·法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理论意
义重大、影响深远，他对资本主义的剖析
至今依然值得西方人学习。

爱尔兰梅努斯大学 4日举行一场纪

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
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
1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及当地研究
人员、国会议员和社会活动家等，共 200
余人参加会议。

据组织者介绍，梅努斯大学是一所拥
有200多年历史的国立大学，此次研讨会
是梅努斯大学历史上举办的规模最大的
有关马克思的研讨会。研讨会采用大会
发言、分组讨论和圆桌会议等形式进行。
会议期间，与会人士就马克思对世界产生
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城区北部的
卡尔·马克思大院，1930年落成，这座庞
大的红色住宅是维也纳唯一一处以马克
思命名的建筑。“马克思在维也纳”特别
展日前在这里开幕。展览通过照片等介

绍了1848年马克思来到维也纳了解工人
运动的短暂而珍贵的历史。据策展人维
尔纳·鲍尔介绍，如今对奥地利左翼政党
和思潮流派等，马克思主义依然发挥重
要影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
判，在当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俄罗斯国有企业俄罗斯邮政 4日发
行20多万张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邮
票。该邮票以红色为底色，票面正中图
案是马克思半身塑像，邮票左下角印有
马克思的姓名和生卒年代。据悉，俄罗
斯邮政为上述邮票配发了纪念封和纪念
邮戳，邮票爱好者可在指定邮政网点为
该邮票加盖纪念戳。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带头
人达维德·焦哈泽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
说，当今社会的主要发展方向符合马克

思主义的相关论断，“马克思主义对于研
究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诸多世界性难题具
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德国财政部长肖尔茨4日宣布，为纪
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德国发行一款纪
念邮票。此款邮票以马克思1875年的一
张肖像为创作基础，以黑色平行线条的
方式描绘。此邮票面值 70欧分，发行量
380万张，目前已在德国邮局公开发售。

曼彻斯特是马克思生前留下不少足
迹的地方，他曾经常到访这座当时的英
国工业重镇。英国曼彻斯特领区的中国
留学生代表、学者以及孔子学院教师代
表等 4日在曼彻斯特参加纪念马克思诞
辰 200周年的座谈会，通过学习交流，深
入认识马克思主义这一不断发展、开放
的理论。

多国举办活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新华社德国特里尔5月5日电 随着
红绸缓缓滑落，一座青铜材质雕像耸立
在世人面前：高阔的前额，浓密的胡须，
目光凝视远方，脚步坚定沉稳。这位睿
智的思想家，名字叫马克思！

5日，在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之际，
由中国赠送的马克思雕像揭幕仪式在他
的故乡——德国西南部城市特里尔隆重
举行。

“中国向马克思的故乡赠送雕像，反
映了中德人民的友谊和携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意愿。”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副主任郭卫民表示，马克思的思想是
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中国产生了尤
为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坚持继承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实践紧密结合，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发展成就，同时也为世界贡献了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莱法州）
州长德赖尔说，雕像为中德友谊与合作
架起了新桥梁，莱法州与中国的友好关
系也得到深化。雕像的落成给我们深入
了解马克思创造了机会。今天，我们不
仅要深入了解马克思的生平、著作，也可

以借此思考如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
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说，雕像表

达了中国人民对特里尔，特别是对马克
思这位伟人的崇敬和纪念。希望中德加

强友好往来，共创更加灿烂的文明。
郭卫民、德赖尔、史明德和雕像作者

吴为山、特里尔市市长莱布等共同为雕
像揭幕。

竖立在特里尔市中心西蒙教堂广场
上的雕像，与世界文化遗产尼格拉城门
及马克思故居，一同组成这座历史文化
名城美丽的风景。雕像重约 2.3 吨，高
4.6米，连同基座，总高5.5米。

“这个数字与马克思5月5日生日契
合。”中国著名雕塑家吴为山说，雕像展
现了行进中的马克思，他手中的书和脚
下的路充分说明人类依靠智慧和力量将
不断前进。

来自美国、祖居特里尔的电影制片
人曼德尔鲍姆说，他为家乡有这样的伟
人而自豪，雕像让家乡增添了更多马克
思的印迹。

“雕像看上去很精致，令人印象深
刻。”瑞典游客佩尔说，马克思从宏观到
微观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入和科学
的研究，影响深远。

马克思故居博物馆馆长诺伊说，人
们应该像马克思在他的时代那样深入思
考，从而让人类社会更加公平、正义。雕
像落成后，期待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世
界各地游客前来特里尔。

中德双方政界、学界、艺术界代表以及
当地市民、游客千余人参加了揭幕仪式。
近百名各国记者现场报道了这一活动。

中国赠送马克思雕像在德国特里尔揭幕

因未及时年报在信誉、生产和经营等方面受限的事例致全市市场主体经营者的一封信

全市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
社经营者：

你们好！
国务院颁布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和国家工商总局颁布的《个体工商户年
度报告暂行办法》、《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
报告公示暂行办法》规定，企业、个体工商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
6月30日办理上一年度年报，并向社会公
示。近年来，全市市场主体讲诚信、有担
当、齐努力，较好地完成了各年度年报公示
工作。

各类市场主体 2017 年度年报公示已
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到 2018 年 6 月 30
日结束。逾期未年报或年报公示信息弄虚
作假的市场主体将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并对市场主体信用和生产经营带来不
利影响。一份年报，关乎诚信，关乎发展，
关乎兴旺。为了避免你们在年报公示（须

知附后）中过期漏报，影响信用和生产经
营，工商部门将全力为你们提供咨询指导
服务，请你们关注年报，密切配合，早报早
结，让年报真正成为自己亮丽的诚信名片。

衷心祝愿大家 2018 年生意兴隆，事
业发达，共同为“开发三都澳、建设新宁
德”作出更大贡献！

企业年报详细教程：关注“宁德工商”
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常用功能”
按“企业年报操作指南”操作即可。

宁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一、年度报告主体

凡 2017年 12月 31日前在全市各级工
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统称登记机
关）登记注册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均应向登记机关申报 2017年度
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二、年报申报公示操作流程

鼓励个体工商户通过公示系统或通过

关注“福建工商”或“宁德工商”微信公众号
申报年度报告并公示。如条件不具备，个
体工商户也可以书面形式（纸质方式）向登
记机关申报年度报告，以纸质方式申报的，
其年度报告内容不再修改。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录福建工商
红盾网，点击“网上办事—表格下载—外资
企业—其他”模块，下载“外国（地区）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年度报告书”，按实际情况填
写并由首席代表签字后，与相关年报资料
一并提交登记机关。

三、身份认证方式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根据自身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之一
进行身份认证:（1）电子营业执照身份认
证。持有电子营业执照的，可以利用电
子营业执照进行身份认证，登录公示系
统进行年度报告。（2）联络员身份认证。
市场主体应当到其登记机关办理联络员
备案，上午办理完成联络员备案的，当天
下午即可通过互联网登录公示系统进行
年度报告；下午办理完成联络员备案的，
次日即可通过互联网登录公示系统进行
年度报告。（3）CA 证书身份认证。持有
有效福建 CA证书且在服务期内的，可以
利用 CA证书进行身份认证，登录公示系
统进行年度报告。

年 报 须 知

登陆福建工商红盾网（http://fj.gsxt.gov.cn）

点击“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福建）”，
进入“企业信息填报”模块

身份认证并登陆

点击年度报告填写模块如实填报信息

审核确认

正式提交

系统公示

2017年6月17日，福鼎市某电子商务网
络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褚女士因要参加国外的
商务活动，需办理出国护照，当她到公安出入
境窗口办理相关手续时，经办警官告知她，根
据市场监管部门交换的信息，她开办的公司
存在经营异常，不能办理相关出境手续。

因为商务活动时间近在眼前，褚女士急
忙到辖区市场监督管理所了解情况。该市
场监督管理所的高副所长接待了她。“同志，
公安出入境窗口说我公司存在经营异常，现
在我想出国都不行了，你帮我看看是怎么回
事？”褚女士焦急地问。

“您先别急，把公司名称告诉我，我帮您
查查。”高副所长一边回答褚女士，一边打开

工商一体化平台。
“您的公司 2014、2015年还没年报，被

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怎么会把这么重要
的事给忘记了呢？”高副所长问褚女士。

“我公司从 2006年就开始经营了，可是
近年来电子商务开始走下坡，我想转型，计
划把公司注销了。虽然去年我从短信和电
视上都看到你们发送的年报提示，但总觉得
企业就要注销了，年报不报不是什么大事，
反正不要罚款，这回可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了。”褚女士懊恼起来。

“现在急也没用了，以前我们对企业的
监管是以行政处罚为主，现在我们的监管是
以信用约束为主，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等

38个部门一起签订了《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
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企业一处违法，就得
处处受限。”高副所长解释。

“哦，现在市场监管跟国际接轨了呀！
真是与时俱进，我吸取教训了。那我要怎么
才能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呢？”褚女士诚恳请
教。

高副所长告诉了褚女士申请移出经营
异常名录的程序和需要准备的材料。在高
副所长的悉心指导下，6月20日褚女士的公
司补报了 2014、2015年企业年度报告，并移
出了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如期拿到了出国护
照。

未及时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企业法定代表人无法出国

2017年6月20日下午，骄阳炙烤着福安
市市场监管局湾坞市场监管所外的马路，阵
阵蝉鸣声衬托得室内格外寂静。这时，一名
大汗淋漓的年轻人冲进了市场监管所的大
门，连带着卷入一股热浪。“买不到火车票，
家里发生急事，回不了家，说是因为没有年
报，导致失信。”年轻人大声叫道。

正在窗口上班的干部小朱赶忙给年轻
人倒了一杯凉水，“您别着急，坐下慢慢说，
是不是由于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导致
法定代表人无法购买火车票？”

连喝了几大口凉水，年轻人慢慢平静下
来，“对，对，对，我姓李，是福安市一家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今天接到老家
打来的电话，说有急事让我赶紧回去，我登

录 12306官网订票，怎么都订不了票。我拨
打铁路客服电话，才知道公司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我无法购买
高铁票，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公司一直是合
法经营啊。”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
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间通过全国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年报，逾期不报
的企业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的企业在贷款、交易活动等许多方面
受到限制。”小朱耐心地解释。

“那我该怎么办呀？”李先生问。
“您先别急，我帮您查一下你们公司年

报情况。”小朱熟练地打开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你们公司 2014年度、2015年

度均未上报年报，你赶紧联系公司财务上报
这两个年度的年报。另外，这里有移出经营
异常名录申请表，你填写一下，补报完年报
后加盖公章交给我就可以了。”

“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后，我就能买火车
票了？”李先生问。

“对。”小朱微笑着答道。
“那我得赶紧让财务把前两年的年报补

报了！”说着，李先生就往外冲。
“等等！”小朱赶紧叫住他，“今年的年报

期限就快到了，补报完前两年的年报后，别
忘了把今年的也报了。”

李先生回答：“知道了，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有这么多不便和限制，对公司和我的信誉
都造成了损害，一定加倍重视年报！”

未及时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购买火车票受阻

未及时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影响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
2017 年 11 月 30 日晚上，古田县市场

监管局企监股的阮股长正在辅导孩子作
业，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了他与孩子
的交流。

“喂，你是阮股长吗？我是古田县某专
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我姓李。我有件急事想
麻烦你下。”电话那头传来一名男子焦急的
声音。

“您先别急，有事慢慢说。”阮股长回答。
“是这样的，我本来要申报今年的市人

大代表，在市人大代表候选人审查时，我的
合作社被查出列入了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影
响到我的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市委组织部
要求我必须于 12月 2日前处理完成并反馈
处理情况，否则将取消我的人大代表候选人

资格。”老李更加地焦急了。
“您等下，我要回局里看看你是因为什

么原因被列入异常名录的。”阮股长安顿下
孩子，骑上单车到单位，打开一体化平台查
询该合作社的经营异常情况。

“您的合作社 2014、2015年度都未年报
呀！”阮股长查询完信息后，打电话问老李。

“这个合作社是我2009年当村长时，为了
响应镇政府要求，也为了带领村民养猪致富，
牵头成立的，后来我不当村长外出经商了，也
就不再关注合作社的经营情况，忘记了年报，
没想到成了定时炸弹了。”老李后悔不已。

“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呀？我人又在外
地。”老李追问道。

“您先叫合作社的财务今晚就来我局一

趟，把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材料先准备
下，明天你得回来一趟，争取早点移出经营
异常名录。”

阮股长连夜指导老李合作社准备补报
年报和移出异常名录资料，回到家里时孩子
已睡着了。

12 月 2 日上午，在阮股长的悉心指导
下，该专业合作社于组织部限定时间内，顺
利移出了经营异常名录。

“真是辛苦你了！”老李握着阮股长的手
激动地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作为一名人大代
表，希望以后你能带头示范，及时申报年报，
珍惜信用记录。”阮股长语重心长地交代道。

温馨提示:未及时申报年报的市场主体还将在银行贷款、投融资、工程招投标、评先评优等方面受到限制。

5月5日，在德国特里尔，人们在参观马克思雕像。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 摄

新华社平壤5月6日电（记者 程大雨 吴强）朝
鲜外务省发言人 6日表示，在当前的朝鲜半岛局势
下，美国作出的一系列刺激朝方的行为是“意在使局
势回归原点的危险企图”。

据朝中社当天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是在回
答记者就美国加大对朝打压力度的相关提问时作出
上述表示的。发言人说，最近，美国在散布错误舆
论，称朝方在《板门店宣言》中表明的有关朝鲜半岛
无核化的意志是制裁打压的结果。

发言人说，美国公然宣称，不会放松制裁打压，
并向朝鲜半岛引入军事装备，直至朝鲜完全弃核。
此外，美国还热衷于反朝“人权”闹剧，企图再次加剧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发言人强调，因历史性的北南首脑会谈和《板门
店宣言》的签署，朝鲜半岛局势正朝着和平与和解的
方向发展，此时任何故意刺激的行为，只能被视为是
向来之不易的对话气氛泼冷水、使局势回归原点的
危险企图。

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把朝鲜爱好和平的意志
误判为懦弱，继续追求对朝打压和军事威胁，将无助
于问题的解决。

朝 鲜 谴 责 美 国 企 图
再次加剧半岛紧张局势

新华社莫斯科5月5日电（记者 栾海）据俄
罗斯红星电视台网站 5 日报道，俄国防部副部长
鲍里索夫日前证实，10架挂载Kh-47M2高超音速
导弹的米格-31战机正在部署地区进行试验性战
斗值勤。

鲍里索夫日前对当地媒体说，俄不久前研制成
功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发射系统具有比同类导弹
系统更远的射程，可不受损伤地突破它国反导防空
系统，拥有强大战斗力。目前，进行试验性战斗值勤
的10架米格-31战机可根据时局需要依令发射高超
音速导弹。

俄国防部网站今年 3月发布消息说，从去年 12
月开始，“匕首”发射系统在俄南部军区参加试验性
战 斗 值 勤 。 这 一 发 射 系 统 由 米 格 -31 战 机 ，
Kh-47M2空对地导弹和其他配套装备组成。

据《俄罗斯报》报道，米格-31战机最高飞行时
速为 3000多公里，可为Kh-47M2导弹提供初始发
射速度，发射后导弹可加速到 10倍音速。美国目
前 的 陆 基 和 海 基 导 弹 防 御 系 统 均 无 法 拦 截
Kh-47M2导弹。

Kh-47M2空对地导弹长约 3米，射程超过 2000
公里，可携带常规弹头或核弹头。

俄罗斯“匕首”发射系统
进行试验性战斗值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