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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打响大企业税收管理改革攻坚战
时 报 讯（记 者 陈 钰 月）在 深 化 国
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推进大企业税收
服务与管理改革的进程中，我省开拓
创新，在大企业税收改革中取得积极
成效。目前，我省共为 900 余户大企
业提供 4500 次专属服务，涉及发票份
数 共 22.6 万份，受到大企业的一致好
评。
据介绍，我省力求构建起稳固的和
可持续的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新秩
序、新形象，在增强税收监管执行力上
下功夫，结合省级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
理部门工作职能，以制度建设为抓手，

高标准制定 5 项规章制度，力求形成制
户编制风险防控建议书，辅导企业逐步
度清晰，管理规范，考核细致的大企业
完善涉税业务内控流程和评价体系。
管理体系。重点在省内跨区域统筹联
以大数据为理念，加强业务与技术的深
动、省际横向互动两个方面努力，不断
度融合，全力推进青海省大企业税收服
完善千户集团和列名企业税收风险管
务和管理平台建设。全方位实现我省
理工作机制。
大企业税收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同时，在提高风险应对分析力上出
精细化管理。
实招，对 98 户千户集团及省属重点税
此外，在服务个性化、便利化上主
源企业开展税收风险应对工作，累计入
动加码。通过开通“税企沟通微信群”
库税款及滞纳金 6672.22 万元，弥补以 “税企直连邮箱”等服务，实现税企沟通
前 年 度 亏 损 1.2 亿 元 ，抵 顶 留 抵 税 额
交流“零距离”，会同纳服部门为纳税信
421.72 万元。强化风险应对后续管理， 用等级高的大企业提供发票配送专属
对 3 户集团总部进行内控机制调查，分
服务。

青海 6 家企业跻身
“国家级绿色工厂”
时报讯（记者 张傲）近日，国家工
信部公布第三批绿色制造名单，亚洲硅
业(青海)有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青海圣诺光电有限公司
获批“国家级绿色工厂”。迄今为止，我
省已有 6 家企业获此殊荣，标志着青海
省推行绿色循环发展，加快构建绿色制
造体系工作迈上新台阶。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通过创建绿色
工厂、
绿色产品、
绿色园区、
绿色供应链，
逐步构建出高效、
清洁、
低碳、
循环的绿色
制造体系，
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绿色转型升
级，
助推我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省经信委按照《中国制造
2025》的要求，深入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扎实推进工业绿色发展取得了积极成
效。制定并印发了《青海省绿色制造体
系建设实施方案》，建立和完善绿色制
造标准体系，研究制定配套扶持政策，
明确绿色制造工程的重点任务。积极
争取工信部绿色集成项目和绿色制造
示范项目，2016 年以来，7 个项目获得
国家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 5000 万元
资金支持；生物科技产业园和东川工业
园区被评定为国家级绿色园区，黄河鑫
业、阳光能源等 6 家企业被评定为国家

级绿色工厂。积极开展省级“绿色工
厂”创建工作，经各市（州）推荐、初审、
专家评审，亚洲硅业和青海电子材料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11 家企业获得“青
海 省 2018 年 省 级 绿 色 工 厂 ”荣 誉 称
号。组织召开“全省节能绿色制造工作
培训会”，邀请地区节能主管部门、重点
用能企业和第三方服务机构 200 余人
参加，增强各行业绿色发展意识，加深
绿色制造方面相关政策、前沿动态、评
价规则以及典型案例认识和理解，鼓励
绿色制造第三方服务成为企业绿色发
展、转型升级的好帮手，
政府的好助手。

近日，西宁市
城西区古城台街
道便民服务中心
正 式 启 用 ，社 保 、
计划生育等业务
全部实现一站式
办理，提高了为民
办事效率，极大地
方便了市民。图
为中心工作人员
正在为市民办理
业 务 。 时报记者
张傲 摄

完成交接工作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近日，青海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举行玉树州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委托商业保险
公司参与经办服务合同签约仪式，标志
着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委托商
保公司参与经办服务的交接工作全面
完成。
省人社厅副厅长聂殿光主持签约
仪式并讲话，对做好今后的经办服务工
作提出四个方面要求，严格执行全省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确保政策全面落
实；加强政策宣传解释，提高群众对医
疗保险政策的知晓度；重点做好城乡居
民普通门诊和门诊特殊病慢性病制度
的实施，让群众充分享受医疗保险待
遇，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要狠
抓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进一步
优化服务流程，提高异地就医人员备案
率，为参保群众提供便捷高效周到的服
务。
2012 年起，我省在全国率先启动
实施了覆盖全省城乡居民的大病医疗
保险制度，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选择具备经办服务能力和条件的商
保公司承办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经
办服务工作。与此同时，选择海西州格
尔木市、海东市互助县，开展了商保公
司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服
务试点工作。在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
上，按照“成熟一个，实施一个”的原则，
稳步推行委托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经办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工作。至
此，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委托商
保公司参与经办服务的交接工作划上
了圆满句号。

格尔木上榜

中国西部百强县市

青海一女子被
“美国大兵”骗走 30 余万
时报讯（记者 张傲）近日，西宁市
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成功破获一起婚
恋网站交友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并
挽回部分经济损失。
10 月 11 日 16 时，家住西宁市城东
区的赵女士报案称，前不久，在某交友
网上认识了一名自称退役的美国军人，
两人通过微信联系后对方告诉赵女士，
几年前失去了妻子，现在一个人生活，
想和赵女士进行交往，赵女士看到对方
态度诚恳，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交往过程中，对方称自己曾经在阿
富汗等地执行任务，期间获得了一大批

城乡居民经办服务

黄金，现要寄给赵女士。赵女士信以为
真，便给对方提供了自己的详细住址，
在快递“邮寄”过程中，对方让赵女士交
清关税、手续费等邮寄过程中产生的一
切费用。赵女士没有多虑，就按照对方
所说的去缴纳费用。从 10 月 1 日开始，
她瞒着家人陆续转账给这名所谓的美
国军人 30 余万元。直到 10 月 10 日，对
方再次联系赵女士要求汇款，赵女士无
力支付，其家人也发觉了异常，发现被
骗后立即拨打了电话报警。
西宁市反诈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
对赵女士提供的嫌疑账户进行紧急止

付，并迅速开展调查。由于电信诈骗案
件作案手段多变，案件侦破工作难度较
大。侦查人员克服困难，分两组远赴杭
州、泉州、重庆、广州等多地调查取证。
通过大量外围查证和技术措施，获得充
分证据，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宋某。在
杭州警方的配合下，民警于 10 月 29 日
在杭州市下城区将犯罪嫌疑人宋某抓
获归案。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宋某对其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宋某已被西宁市
反诈中心依法刑事拘留，其他犯罪嫌疑
人仍在追捕中。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近日，
独立第
三方机构竞争力智库和中国信息协会
信用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了《中国西部
地区县域发展监测报告 2018》，揭晓了
“2018 中国西部百强县市”
，
我省格尔木
位列 2018 中国西部百强县市第 40 位。
近年来，格尔木紧紧抓住西部大开
发战略、国家支持青海等地藏区经济社
会发展政策机遇，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区位优势、交通优势、人文优势，基本建
成以盐湖化工、油气化工、黑色有色金
属采选冶炼等为主导的循环经济产业
体系，成为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建设
的核心区和主战场，先后获得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园林绿
化先进城市等荣誉称号，成功跨入国家
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创建地区、国家
首批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国家“智慧城
市”建设试点城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
合试点城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