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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实现工商海关“多报合一”
时报讯（实习记者 张傲）省工商局、
西宁海关根据《工商总局、海关总署关于
做好年报“多报合一”改革有关工作的通
知》要求，稳步推进工商、海关年报“多报
合一”改革任务，
目前已全面落实到位。
据了解，今年是海关管理企业通过公
示系统开展“多报合一”的第一年，按照海
关管理企业“多报合一”的年报文书、技术
方案、数据规范、网页模型和企业名单，省
工商局、西宁海关逐项对公示系统进行改

造，于 4 月 27 日全面完成改造任务，为 5 月
1 日起海关管理企业“多报合一”提供了技
术支持。目前，全省海关企业已通过企业
年报公示系统进行 2017 年度年报。同时，
省工商局、西宁海关还联合印发了《 青海
省工商局、西宁海关年报“多报合一”公
告》，并明确规定自 2017 年度年报开始，
在海关注册的报关单位、加工生产企业
统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
送“多报合一”年报，报送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截止日期前仍未报送
年报的，由工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企业补报年报
后可以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从 2018
年度开始，年报时间统一为每年 1 月 1 日
至 6 月 30 日。非海关管理的企业年报内
容、报送时间不变。年报结束后，工商部
门、海关单位还将开展跨部门“双随机”联
合抽查工作，以降低企业负担，提高监管
效率。

当心出国“挣大钱”成陷阱
时报讯（实习记者 张傲）记者从我
省公安部门获悉，各地公安机关近期续
接报外派劳务案件，涉及受害人多，涉案
金额大，主要是一些不具备劳务输出资
质的中介、个人非法经营，骗取中介费，
个别劳务输出公司违规操作，随意挪用
劳务人员保证金。对此，公安机关提醒，
有出国劳务意向人员在选择中介机构
时，必须选择有经营资质的劳务公司或
境外就业介绍机构，出国前须与劳务公
司签订正规的《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
利义务，办理手续时，绝不能以旅游、商
务考察签证的形式出国劳务。
据介绍，一些劳务中介、个人没有劳
务输出经营管理的能力，没有承担风险
的实力，也不懂得劳务输出的政策法规，
不了解国外劳务市场环境，甚至无工商
注册登记，为了获利，仍租用小门面，通
过打广告、贴简章虚假宣传，以虚构的劳
务输出项目，虚假宣传工资待遇、福利保
险、工作条件，以及所谓的高额工资和收
入，在骗取一定的报名费、手续费后，携
款潜逃。还有一些黑中介、个人利用澳
大利亚、以色列、阿联酋等国家的市场需
要，不管有无项目，仍以安排赴国外从事
水电、建筑、手工、种植等事由自行招收
劳务人员，收取报名费、体验费、培训费，
等招收到一定数量的人员后，再通过各
种途径，企图以旅游签证、商务签证输送
出境，一旦无法安排出境，又无力全部或
多数退还费用后，随即逃之夭夭。个别
有资质的劳务公司在听说相关国家对中
国开放劳务市场后，不管消息是否准确，
即开始招收劳务人员，收取报名费，在不
能安排出国的情况下，不及时退还费用，
私自挪用，甚至造成劳务人员重大损失。

连日来，西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四大队深入辖区运输企业，对客货运车辆逐一排
查。针对在排查过程中发现的部分车辆存在不符合安全技术条件的情况，要求运输企
业 及 时 整 改 ，同 时 将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的 20 台 车 辆 依 法 予 以 强 制 报 废 处 理 。
时报记者 王悦 摄

省城破获一起合同诈骗案
时报讯（实习记者 陈钰月）近日，
西宁
市公安局城西分局经侦大队破获一起合同
诈骗案，
抓获网上追逃犯罪嫌疑人程某。
据悉，2017 年 4 月，城西分局经侦大
队接到被害人报案称：
“2014 年 7 月份，甘
肃籍程某出具了一份工程协议书，向被害
人收取了 29 万元的工程保证金，事后就
找不到人了。”接警后，经侦大队民警经大
量调查取证后，将程某列为网上追逃人
员。今年 5 月 8 日，犯罪嫌疑人程某在甘
肃省兰州市火车站被抓获。经审讯，犯罪

嫌疑人程某对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经了解，2014 年 7 月 11 日,程某伙
同他人经预谋后，在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
某茶艺向被害人出具了一份关于土石方
工程的承诺书，并与被害人签订了一份土
石方工程协议书，之后以收取工程保证金
的名义骗取被害人 29 万元，所得赃款被
其全部挥霍。
目前，犯罪嫌疑人程某因涉嫌合同诈
骗罪被城西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西宁总工会开展脱困解困行动
时报讯（记者 王悦）2017 年以来，西
宁市总工会发挥工会组织帮扶救助职责，
解决困难职工群体最关心的生活保障问
题，让广大职工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和幸
福感，为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新
时代幸福西宁做出了积极贡献。
据了解，西宁市总工会制定实施了
《西宁市总工会困难职工三年解困脱困工
作方案（2016－2018 年）》，全力实施三年
脱困解困行动，做到“四个精准”，实施“五
个一批”，即：精准识别困难职工，精准分
析困难原因，精准实施帮扶措施，精准实
现解困脱困目标；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扶持

一批，通过助学救助阻断一批，通过医疗
救助保障一批，通过政府保障兜底一批，
通过生活救助帮扶一批，确保已建档困难
职工与西宁市贫困地区群众同步脱贫。
同时，深入困难职工人数多的企业和
困难职工比较集中的社区进行走访调查，
对困难职工、农民工进行精准摸底，做到
困难职工家庭情况清、致困原因清，解困
脱困需求清。各级工会共救助慰问 7313
人（次），发放慰问金 1108.02 万元。持续
深化“金秋助学”活动，2017 年对新考入大
学的困难职工子女实施全程帮扶，西宁全
市各级工会组织共救助困难职工子女 889

名。同时为 2014 年至 2016 年 705 名全程
帮扶学生发放助学金 211.9 万元。
西宁市总工会为西宁全市困难职工提
供生活、医疗帮扶资助，共为 243 户困难家
庭发放生活救助 36.45 万元，
为 36 名困难职
工发放大病救助 27.03 万元。动员西宁全
市机关、
企事业单位 31823 名职工参加第一
批职工医疗互保计划，参保率达到 77.2%，
有效缓解了困难职工看病就医负担。筹措
30 万元资金，为基层一线 1000 名困难女职
工和女农民工开展“两癌筛查”体检活动。
投入资金 14 万元，在全市主干道上建成户
外劳动者服务站（点）7 个。

寻亲服务

可以使用人脸识别了
时报讯（记者 王悦）记者从
省民政厅了解到，日前，省民政
厅与公安厅商定，依托公安部门
新开发的全国和全省人像比对
系统，对寻亲不着的流浪乞讨人
员免费新增人像比对查询服务。
对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
的临时救助是社会救助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生兜底的
重要一环。多年来，青海省各级
民政、公安部门高度重视，开展
流浪乞讨滞留受助人员寻亲返
乡工作，积极探索和不断改进寻
亲手段。我省依托全国救助管
理信息系统及全国救助寻亲网、
公安机关走失人口库和人口信
息管理系统进行快速比对查询；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微信、全
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救助
寻亲网等发布寻亲公告进行查
询；通过公安机关免费采集 DNA
数据录入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
比对查询。
此次商定添加的全国和全
省人像比对系统，将使越来越多
的流浪乞讨人员成功寻亲返
家。目前，各级救助管理部门和
公安治安警察部门已开始对滞
留我省各级救助管理站内寻亲
不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开展人脸
识别信息采集。

首届高海拔世界滑雪登山大师赛

圆满落幕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5 月 15
日，为期六天的 2018 青海岗什卡
首届高海拔世界滑雪登山大师赛
落幕。
本届挑战赛由国际滑雪登山
联盟、亚洲滑雪登山联盟、中国登
山协会、省体育局和海北藏族自
治州人民政府主办，省登山运动
管理中心、海北藏族自治州文体
广电局和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承办。
经过 60 名运动员激烈的角
逐，最终，西班牙选手桑切斯、中
国选手扎西平措、边巴次仁，俄罗
斯选手叶卡捷琳娜、中国选手索
朗曲珍、西班牙选手克劳迪分别
获得男子、女子组垂直竞赛第一、
第二、第三名；西班牙选手桑切
斯、中国选手金煜博、扎西平措、
俄罗斯选手叶卡捷琳娜、西班牙
选手克劳迪、西班牙选手派尔斯
分别获男子、女子组短距离赛前
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