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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重点动物及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近年来，
我省
各级林业草原部门积极开展打击乱捕滥
猎和非法经营鸟类等野生动物违法犯罪
活动，
采取在重点分布区域巡护巡查等
方式，
加大对全省境内各类野生动植物
资源的保护，
目前全省70%的重点保护
动物及其栖息地得到了有效保护。
通过努力，目前藏羚羊、雪豹、普
氏原羚、黑颈鹤等濒危动物种群呈现
明显增长趋势，藏羚羊种群由最低时
的不足 3 万只发展到现在的 7 万多只；

普氏原羚由最初的不足 300 只发展到
现在的 2000 多只，
雪豹踪迹频繁出没。
据介绍，省林业和草原局将结合
当前我省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的实
际情况，制定专项行动方案，集中开展
清查严打行动，加强鸟类流通环节等
综合整治和监管。同时，开展乱捕滥
猎和非法经营野生动物制品排查。重
点对农贸市场、餐馆饭店、花鸟商店和
网络信息平台等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
营利用较集中的场所进行全面排查，

着力对非法猎捕候鸟、破坏鸟类栖息
地、干扰鸟类生息繁衍、越冬等违法犯
罪行为进行打击。
针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湿地
公园和森林公园等涉及候鸟集群活动
和重点分布区域，
林业草原部门密切结
合今冬明春护林防火检查和巡护工作，
重点对候鸟越冬地、
繁衍地、
迁徙通道、
集群活动区域进行巡护、巡查，严格监
管非法经营利用、收购、运输和破坏鸟
类栖息地等违法行为，
成效显著。

城北公安分局开通

“公安专递”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近日，西宁
城北公安分局在全市率先签约并启动
“公安专递”新机制。
据悉，
“公安专递”依托辖区邮政速
递部门实现无缝对接，由邮政速递公司
统一印制“公安专递”封套和送达详情
单，
通过邮政速递业务统一揽收送达法律
文书、
准确记录投递详情。需要案件当事
人签收后将签收联返回公安机关的，
由邮
政速递部门将投递情况
“回执联”
反馈给
公安机关。实现对执法过程留痕，
有效提
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公安专递”
邮寄送达法律文书可有
效解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直接向案件相
关人送达法律文书的实际困难，
既保障了
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又防止在案件办
理过程中因当事人以未收到法律文书、
未
接到公安机关通知等情况出现申诉，
有效
避免法律文书送达错误、
丢失、
延时等问
题。同时，
公安机关其他部门和执法办案
部门需要邮寄与执法工作有关的文件、
资
料等也可以通过
“公安专递”
进行邮寄。

近日，我省 12315 开放日活动在西宁举行。12315 热线节假日不休息，全
年 365 天受理投诉举报，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服务范围，为消费者提供了消
费知识、法律法规、企业登记、企业年报等问题的解答，已经成为消费者了解市
场监管情况的重要平台。
时报记者 王悦 摄

海南让小微企业
“轻装上阵”
时报讯（记者 王悦）近日，海南州
税务局组织召开小微企业减税降费暨
优化营商环境税企座谈会。会议向纳
税人代表通报了海南州税务系统减税
降费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开展情况，
国务院密集推出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
降费措施的重要意义，并表示税务部
门把减税降费、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工
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贯彻好、落实好、
执行好，着力打造电子税务局和实体
办税服务厅两个平台，提升纳税人满
意度，把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给小微企
业“应享尽享、应减尽减、应免尽免”落
到实处。

会上，业务科室人员对减税降费
条诉求和 3 条工作意见建议，会后将
增 值 税 、企 业 所 得 税 、地 方“ 六 税 二
认真研究解决。
费”和个税改革等政策进行了解读。
会议还就海南州税务系统围绕
各参会企业代表就国家支持小微企 “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全面优化
业发展出台的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措
营商环境”作了通报，州县两级税务
施 给 予 了 高 度 评 价 ，并 结 合 自 身 实
部门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展开多渠
际，围绕小微企业减税降费政策享受
道、广覆盖的政策宣传，面向广大纳
的政策条件、会计核算，以及网上办
税人开展培训与辅导工作，以讲政治
理涉税事项、征管系统运行等提出了
的高度不折不扣落实国家减税降费
具体问题，州局业务科室负责人就提
政策，进一步开展“大走访、大调研、
出的问题一一回应。同时，针对落实
大排查”，全面征求纳税人的诉求、需
小微企业减税降费措施、切实降低小
求，着力推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措施
微企业税收负担、简化征管流程、提
落实，确保纳税人和缴费人有实实在
升服务效率等方面，纳税人提出了 11
在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指数。

网络老骗局又出新花招
时报讯（记者 张傲）“点赞一单
0.5-2 元 ，日薪 80 到 150 块没问题。时
间自由，单量不限，多劳多得，工资日
结，不收押金，不收会费……”最近，西
宁市民陈女士手机里的微信群、QQ 群
里出现号称招聘抖音、
快手点赞员的信
息，
这让全职太太陈女士动了心。
据了解，此类招聘宣称的工作内
容是给商家指定的“抖音”
“快手”等用
户作品双击点赞，帮作品上热门。但
在实际操作中，骗子为了让受骗者上
当，故意先让其关注一个抖音号，试着
“刷”一单，然后再以免会费的名义让

受骗者把推广信息发到其他群“帮忙
入员”
“小说打字员”
“兼职刷单”
到现在
宣传”。另外，如果暂时垫付 118 元购
变种的
“抖音点赞员”
，
花样翻新的套路
买激活码，受骗者还可以享受终身的
背后万变不离其宗，
就是为了骗钱。
VIP 权益。但是交完 118 元后，骗子又
我省警方提醒，这是类似淘宝上
会引导受骗者进到另一个群，交其他 “刷单诈骗”的一种新型网络兼职骗
各类费用。
局，骗子只不过是把阵地从“淘宝”转
警方表示，在这些诈骗案件的作
移到了“抖音”等软件中，目的就是骗
案手段方面，犯罪分子利用受骗者的
钱。该类诈骗受众人数多、传播范围
好奇、贪利心理，通过新兴热门“抖音” 广、迷惑性强，网民要提高自我防范意
“快手”
“西瓜视频”App 等不断吸引粉
识，不要轻信“抖音”
“ 快手”等短视频
丝，要求受骗者通过扫付款二维码、发
平台上带有营销、钱款等性质的视频，
红包、转账等形式支付，一旦骗到钱财
更不要轻易向对方转账汇款，如发现
立即将受骗者拉黑。从曾经的
“快递录
被骗要立即报警。

2019 年首期国债发行

购买火热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近日，2019 年第一、
第二期储蓄式国债（凭证式）发行。记者询问了
在省城多家银行营业网点，发现市民购买的热
情丝毫不减，
“ 五年期的已经卖完了，三年期的
还有少量额度可以购买。”中国银行青海支行的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了解，3 月 10 日发行的国债为今年首期
储蓄国债（凭证式），分为三年期和五年期两种，
发行期至 3 月 19 日。其中，三年期国债票面年
利率 4.0%，五年期国债票面年利率 4.27%。因
为是凭证式国债，市民必须在银行柜台进行购
买。
据中国银行青海支行工作人员介绍，购买
国债和其他定期有所不同，
虽然国债提前支取可
以靠档计息，但建议尽量持有到期，因为提前支
取要扣除一部分利息，
还要扣除手续费。比如凭
证式国债，如果你持有不到 6 个月就想取出来，
不仅一分钱利息没有，还需要支付违约金，建议
考虑清楚后再进行购买。
“当天出来就抢购完了，早上就排着长队。”
建设银行青海省支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悉，财政部 2019 年储蓄国债发行计划，
将连续发行九批国债，从 3 月份至 11 月份，其中
3 月、5 月、9 月、11 月为凭证式国债，到期一次性
还本付息，4 月、6 月、7 月、8 月、10 月为电子式国
债，
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还本，
市民可予以关注。

“双创”
平台

带动 10 余万人就业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记者从青海省科技
厅获悉，截至目前，我省成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总数达到 167 家、科技型企业总数达到 415 家、
科技小巨人企业 42 家，并带动就业 10 万人以
上。
近年来，青海省科技厅切实把“双创”工作
作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要举措，不断健全机制、提升服务，全省“双
创”活力迅速释放，
“双创”氛围日益浓厚。2015
年以来，我省“双创”工作围绕国家工作总体部
署，制定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着力整合政策资
源，推进“双创”工作持续升级。同时，组织实施
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及科技小
巨人企业培育计划，以创新带动创业，全面提升
“双创”
主体核心竞争力。
不仅如此，我省还充分发挥各市州县政府、
省级各类工业园区和大学等主体作用，有效整
合资源，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化手
段，构建开放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2015 年以
来，全省共建成众创空间、星创天地、科技企业
孵化器、创业孵化基地、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
示范基地等各类创新创业服务载体 119 家（国
家级 40 家），累计孵化创业企业 6700 余家，带动
就业 10 万人以上。
此外，为丰富“双创”活动，每年安排 5000
万元资金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并于 2018 年设
立科技创新券，
专门支持为
“双创”
提供技术服务
的专业机构，通过组织开展“创客中国”、
“ 创青
春”
“
、互联网+”
“
、双创”
周和中国创新创业赛
“青
海赛区”等大赛活动，引导和激发全社会创新创
业活力释放。据悉，
截至 2017 年底，
通过无息贷
款、阶段参股等方式，累计支持创新创业企业
107 家、创新创业服务机构 28 家次，并设立贷款
风险补偿资金池，累计支持资金近 1.14 亿元，全
省创业企业累计获得天使投资、风险投资、银行
贷款和其他部门财政资金 7431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