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
按照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2021年度市

场主体年报工作已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为高质量做好
2021年市场主体年报工作，现将具体要求通告如下：

一、报送主体
凡 2021年 12月 31日前在我州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登记

注册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均需报送
并公示 2021年度年度报告(已注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的除
外)。

二、报送时间
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
三、报送渠道
1、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贵州）”(http://gz.

gsxt.gov.cn/)；
2、登录黔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scjgj.qian⁃

nan.gov.cn/），点击“黔南州市场主体 2021年度年报入口”进
行填报；

3、个体工商户可通过手机关注“贵州省市场监管”微信
公众号，在便民功能版块选择“年报－个体工商户”进行年
报。

四、法律后果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如实填报年度
报告，并对公示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负责。不按规定期限
报送 2021年度报告或公示信息存在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
假的市场主体，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个体工商户标注为
经营异常状态);连续 3年未按时年报的，将被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
示，政府部门将对失信企业实施信用约束和联合惩戒。同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
七十条规定，市场主体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公
示或者报送年度报告的，由登记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可
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注意事项
1、市场监管与人社、统计、海关、商务、外汇部门相关事

项实行“多报合一”，企业只需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贵州)即可完成多部门事项的统一报送公示。企业填报

中遇到问题可对口咨询相关部门。
2、特种设备生产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高

风险行业领域企业，须全部依法履行年报责任，100%报送公
示。

3、大型企业要按照《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要求，
在年度报告中公示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
金额等信息。

４、年报系统将于 6月 30日 24时关闭，后期“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贵州）”因访问量大导致填报不畅，请企
业尽早年报，以免网络拥堵延误年报。

5、根据《企业信息暂行条例》规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届满 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凡 2019年被列入异常名录的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请及时履行法定义务并到当
地所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

6、政府、市场监管部门不会用短信链接方式要求企业进
行登录认证，如收到带有网页链接的相关短信，可致电当地
市场监管部门核实，切勿盲目点击链接进行操作，谨防上当
受骗。

咨询电话：
黔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8235420）；
都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8222101）；
贵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5226081）；
瓮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2789683）；
龙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5664486）；
福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2215761）；
惠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6227616）；
独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3238291）；
荔波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3612212）；
三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4810766）；
平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7224170）；
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6826488）；
罗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7617965）。

黔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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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8 日 ，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
行政长官选举顺利举
行，李家超高票当选。
这是完善香港特别行政
区选举制度后首次举行
的行政长官选举，是全
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
港”原则新的生动实
践，有利于香港巩固由
乱到治局面，有利于香
港实现良政善治，有利
于“一国两制”实践行
稳致远，对维护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意义重大。

第六任行政长官选
举严格按照香港特区基
本法、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有关决定和香港特
区有关选举制度进行，
选举过程依法依规、公
开公正、平稳有序。完
善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
次选举委员会选举、立
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
举均顺利完成，新选举
制度全面落实，展现了
香港民主实践新气象。

一些反中乱港分子
曾通过各类选举进入香
港特区管治架构，不择
手段干扰、阻挠、破坏
特区政府施政，破坏香
港正常政治秩序。2021
年，中央依法完善香港
选举制度，从制度机制
上全面落实“爱国者治
港”原则。这是依法治
港、拨乱反正的必要之
举，是维护国家安全
和特区法治秩序的治
本之策，也是确保香
港的民主发展始终在
正确轨道上前进的固
本之基，体现了中央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
制”制度体系、维护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
历史担当。

根据新的选举制度，选举委员会由原来
1200 人扩大到 1500 人，由四大界别扩大到五
大界别，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社会各界
参与更加均衡。新的提名规定使行政长官候选
人能得到选委会各界别的认可，其参选政纲和
当选后的施政更能兼顾各方利益和诉求。

回应关切、凝聚共识，第六任行政长官选
举充分彰显新选制的进步性和优越性。候选人
李家超在参选过程中，广泛拜会社会团体、探
访基层市民，听取意见、完善政纲。香港社会
各界对行政长官选举热烈关注，积极参与，以
各种方式踊跃向候选人团队建言。上百个青年
团体也为香港发展献策，反映青年一代对新的
管治团队的期待。候选人政纲的形成过程是香
港社会民主咨询、民主协商的过程，公布的政
纲是各界共同参与的结果，也是对香港未来期
许的集中体现。

新选制选贤与能，新选制开启新局。第六
任行政长官选举充分证明，完善后的香港特区
选举制度，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
香港特区基本法，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能
切实维护香港社会整体利益和各界别各阶层利
益，是香港民主制度的优化提升和与时俱进。
香港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新选制使得竞选活动
更加理性、公平、有序，更加注重民生和发
展，更加注重参选人的能力和素质，有利于选
出管治能力强的爱国者、“一国两制”的守护
者、良政善治的推动者、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
促进者。新选制真正体现选举本意，真正为香
港人谋实惠、谋福祉。

历经风雨，洗去尘霾，香港“一国两制”
实践迈上新的台阶。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
明，完善后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一套好制
度。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我们坚
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治港方
略，坚定走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发展道路，落
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就一定能凝聚香港社
会各方面力量，推动香港经济、政治、社会、
文化等协调发展，不断开创香港更加美好的未
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必将取得更大
的成功！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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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逐梦百年路，奋斗向未来。在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中

国青年重任在肩，青春中国前程似锦……

（一）
一个有前途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

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
力量。

“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中国共产
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青年工作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百年前的5月5日，珠江畔的广州东园，简陋的竹棚下，马克思画
像悬挂在主席台上，“团一大”在“社会革命万岁”的呼声中开
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次“慷慨激昂，使人奋发”的大
会标志着中国共青团诞生，中国青年运动翻开了新的历史篇
章。

鲜红的中国共青团团旗上，黄色圆圈环绕五角星，象征着
广大青年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回望百年，中国青年爱
党、爱国、爱人民的赤诚始终如一，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步伐
从未停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青年不怕牺牲、敢于
斗争，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冲锋陷阵、抛洒热血；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青年勇于拼搏、甘于奉献，在新中国
的广阔天地忘我劳动、发愤图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中国青年开拓创新、勇立潮头，为推动中国大踏
步赶上时代锐意改革、砥砺奋进……

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一部百年中国青年运动史，就是
一代代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的历史，就是党始终代表广
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的历史。激越澎湃的青
春之歌中，“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主旋律贯穿始终。红
色，是中国青年最为鲜明的气质，更是深深融入血脉的基因。

（二）
像春雨沁人心脾，似春风唤醒绿叶。从地方到中央，一路

走来，习近平始终重视青年、关爱青年、教育青年、引导青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

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党的青年工作的
地位作用、目标任务、职责使命、实践要求，科学回答新时代培
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建设什么样的共青团、怎样建
设共青团等一系列重要课题，为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指明前进
方向，推动青年发展事业实现全方位进步、取得历史性成就。

“总书记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和人生导师”，在广大青年心
中，习近平总书记是亦师亦友的知心人。论志向，他勉励青年

“立志做大事”；谈学习，要求青年“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
“既多读有字之书，也多读无字之书”；说成长，强调“人生的扣
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指出“多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验，有
利于走好一生的路”；话担当，希望青年“担负起历史重任”“不
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品读习近平总书记讲给青年
的“知心话”，如同打开了青年的“成长指南”。坚定的理想信
念、深邃的人生智慧、火热的奋斗豪情，激励广大青年与时代同
向同行，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成长成才、建功立业。

在广大青年心中，习近平总书记是他们追梦路上的领路
人。在总书记关心指导下，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青年领
域专项规划——《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制定出
台，明确党管青年原则和青年优先发展理念，为新时代中国青
年发展提供根本政策指引；针对青年在学成求职、创新创业、社
会融入、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
题，各项政策举措持续出台；从中央到地方的青年工作机制基
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初步形成。

为奋斗者铺路，为年轻人鼓劲，民族复兴的青春力量更加
澎湃——“要撑起中国龙的骨骼，撑起祖国的未来，让中国龙更
加腾飞起来”。

（三）
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来自河北省阜平县

的孩子们用希腊语唱响奥林匹克会歌，质朴而优美的歌声打动
世界。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从太行山深处，到冬奥舞台全
世界聚光灯下，小小少年迎来了梦想绽放的高光时刻。托举起
孩子们美好梦想的，正是一个阳光、富强、开放的中国。

时代造就青年，盛世成就青年。不久前发表的《新时代的
中国青年》白皮书指出，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0万
亿元、稳居世界第二，超过2500万贫困青年彻底摆脱贫困；2020
年底，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4.9%；2021年，中国义务教育
巩固率达95.4%，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430万人，居世界第一
……新时代中国青年生逢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拥有更优
越的发展环境、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面临着追梦圆梦的难得人
生际遇。

青年是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如
同一堂堂生动而深刻的“大思政课”，让广大青年更好地读懂中
国、把握未来。各项事业发展的傲人成就，让青年见证“中国之
治”的独特优势；全面小康的千年梦圆，让青年感知“一个都不
能少”的发展温度；疫情来袭时的果毅决策，让青年理解“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
践，让青年拥有“平视世界”的自信从容。每一个奇迹的创造，
每一个难关的跨越，都在坚定青年对党的爱戴与忠诚、对中国
道路的认同、对民族复兴前景的信心。

“出生在一个伟大的国家，成长在一个最好的时代，通过努
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感到很幸运”。正如冬奥冠军苏翊鸣在
写给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中所说，“伟大的国家”和“最好的时代”
是放飞青春梦想的坐标，也是广大青年奋斗向未来的底气所
在。

（四）
“室内‘露营’不为看星星、看日出，而是为了助力一座城市

的复苏”。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不少青年主动请战、
驰援上海，一个个大爱无疆、甘于奉献的暖心场景多次刷屏。

“人生最浪漫的事莫过于：祖国召唤时，我们正青春。”危难
时刻，青年挺身而出，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任，用行动践行铿锵
的誓言，这正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囿于小我，眼前
即是世界；心有大我，世界便在眼前。以青春奋斗开创未来，当
有心系祖国、志存高远的大胸怀、大格局。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把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的时代
洪流中，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齐奋斗，才能成
就一番事业、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在工厂车间一线，青年工人
苦练本领、精益求精，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在田间地头，青
年农民寒耕暑耘、精耕细作，努力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在建筑工地，青年农民工不畏辛劳、挥洒汗水，用一砖一瓦
筑造起一座座高楼大厦；在体育赛场上，健儿们顽强拼搏、争创
佳绩，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
资机构青年员工辛勤工作，为推动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贡献……

“这一届青年很行！”无论是危急关头的勇毅担当，还是平
凡岗位的发光发热，事实充分证明，当代青年是可爱、可信、可
为的一代，是勇挑重担、堪当大任的一代！

梦想有多高远，天地就有多辽阔。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亿万青年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新征程上，用脚步丈量祖
国大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用奋斗成就精彩人生，新时代中
国青年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五）
“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在中国空间站“出差”半年后，航

天员王亚平和战友翟志刚、叶光富平安返回地球。这次全球瞩

目的太空之旅，又一次点燃亿万青少年探索浩瀚宇宙的梦想。
心至苍穹外，目尽星河远。还有什么比仰望星空更能感知

梦想的引力，比开拓创新更能激发青春的热情？青年常为新，
青年也最能为新。以青春奋斗开创未来，更需激发创造的激情
与活力，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

创新是“冲刺跑”，唯有奋勇争先以胜之。前方没有路，就
自己闯出一条新路来；没有先例，就勇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敢闯“无人区”，敢破“天花板”，勇当“探路者”，才能见人
所未见、识人所未识，收获别样的风景，开辟崭新的天地。

创新乃终身事业，唯有坚韧者始能遂其志。“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创新从来没有捷径可走，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锐气，坚定“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决心，鼓起“不破楼兰终不
还”的劲头，才能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不断攀登新的
高峰。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
团队回信，勉励广大航天青年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
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

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创新的大门，永远向青年
敞开；创新的事业，呼唤着青年不断奔赴。

（六）
不久前，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揭晓。这份光荣

的名单中，有带领乡亲们脱贫奔小康的“85后”第一书记，有在
奥运赛场摘金夺银的运动健儿，有年轻有为的科研工作者，有
投身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90后”女生，有守护万家灯火的人民
警察、消防员……在奋斗中闪闪发光的青春，总能触动我们的
心灵，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风雨百
年，“奋斗”是一代代青年的人生座右铭。那是革命先烈前赴后
继的无畏身影，是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垦荒队在山川大地树
起的鲜艳旗帜，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是“清澈
的爱、只为中国”的深情告白，是“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
誓言……

“好事尽从难处得，少年无向易中轻。”没有哪一代人的青
春是容易的，奋斗的道路往往荆棘丛生、充满坎坷。今天，百年
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我国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
确定性上升，青年在前进道路上也面临各种困难与挑战。如何
战胜艰难险阻，在新征程上破局开路、书写新篇？答案，依然是
不懈奋斗、艰苦奋斗、永远奋斗。

“断崖是山的挫折，却产生了壮丽的瀑布。”世上没有“躺
赢”的捷径，奋斗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在困境中奋起拼搏，在
磨砺中锤炼自我，青年就能强心志、壮筋骨、长才干，掌握解锁
难关的“密码”，搭起通往梦想的阶梯，让未来跃动在广阔的地
平线上。

近日发布的《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09—
2021）》显示，青年网民群体普遍相信“努力有用”。“躺平”没有出
路，拼搏才有未来。敲响内心深处的战鼓，高扬乘风破浪的风
帆，奋斗，永远是青春的别名！

5月4日，一支由“80后”“90后”组成的科考队登顶珠穆朗
玛峰，中国珠峰科考首次突破8000米以上海拔高度。五星红旗
映照下，攀登者们立于地球之巅、探索科学奥秘，青春芳华绽放
于天地之间……

最激昂是少年志，最闪耀是追梦人。不忘初心，青春朝气
永在；志在千秋，百年仍是少年。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青年的奋斗目标和前行方向归
结到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
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着广大
青年明心立志、开拓进取，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追梦无止境，我们正青春。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在于青年！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5月8日，由中铁十二局承建的贵南高铁朝阳隧道实现全隧贯通。据了
解，朝阳隧道位于贵州黔南荔波县境内，全长约12.7公里，是全线重要控制
性工程。

贵南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包头至海口通道的重要组
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

图为朝阳隧道洞口。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贵南高铁朝阳隧道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