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企业开复业和重大项目开复工
问答继续。公共服务业务奖补项目申报需
满足哪些条件？无抵押无担保人员能否申
请到贷款？请看省企业商业开工开业和重
大项目开复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解答。

问：已选择 5%差额缴纳增值税的小型
劳务派遣企业（小规模纳税人），能否享受
复工复业增值税优惠政策？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
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2020年第 13号)规定，自 2020年 3月 1日至
5月 31日，除湖北省外，其他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
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
值税。因此，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
小型劳务派遣公司，如果不属于湖北省境
内企业，可以选择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
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减按
1%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也可以选择
差额纳税，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代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
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
金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
依 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接企业
开复业和重大项目开复工问答（八）第四
问）。

问：公共服务业务奖补项目申报需满
足哪些条件？

答：（一）经批准建设的省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平台网络各窗口平台；在青海省内
设立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技术创新和
质量、创业、人才培训、投融资、市场开拓、
管理咨询等服务的公共服务机构。（二）机
构从事服务业务的专业人员不少于 5 人；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疫情期间为省内中小
企业提供低收费、免费公共服务。

问：服务软件采购补贴项目申报需要
哪些资料？

答：（一）资金申请报告。包括：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营业执照、申请单
位基本情况，采购软件及服务的目的及效
果等说明。（二）软件产品的釆购合同、发
票、转账凭证复印件，知识产权（如软件著
作权等）归属和授权使用的证明材料。（三）
服务软件使用情况（含安装文档及部署日
志等）。（四）对上述资料真实性负责的声明
（加盖单位公章原件）。（五）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问：无抵押无担保人员能否申请到贷
款？

答：按照我省关于采取有效措施全力
推动复工复产补充规定的通知要求，省内
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降低贷款利
率，提高首贷、信用贷款、无还本续贷的占
比，各金融机构都有相关产品，可结合实
际，到各营业网点咨询办理。

问：如何保障重点项目和应急物资设
施招标采购？

答：对疫情防控急需的应急医疗设施、
隔离设施等建设项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可以不进行招标，由业主采用非招
标方式采购，或者在招标时酌情缩短有关
时限要求。

问：对施工项目工期、防疫经费、人工
成本等方面有哪些规定？

答：根据《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
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建设工程计价有
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施工企业采取工地封
闭式管理、人员防控及隔离、卫生消杀防
护、日常监测排查等措施所产生的措施费
用和人员工资上涨的部分由发包方承担，
列入工程造价据实结算；材料价格异常波
动的上涨部分，合同约定调整办法的按照
合同约定执行，合同未约定调整办法或约
定不调整的，按照“5%以下由承包方承担，
超出部分由发包人承担”的原则确定材料

价格调整办法，通过签订补充协议重新约
定。因发包方要求赶工产生的赶工措施费
由发包方承担。受疫情影响无法履行合同
工期的项目，可依法适用不可抗力规定，根
据实际情况合理顺延工期，导致的损失费
用由双方合理分担。同时发包方应加快工
程款支付，确保防疫专项费用及时足额到
位。

问：出省木材运输如何办理？
答：出省木材运输依旧采取不见面审

批，申请人可在青海政务服务网上提交资
料进行申报。为解决部分边远地区办事群
众的实际困难，窗口工作人员进一步延伸
服务，在电话咨询事项时主动将窗口工作
人员的手机号告知办事群众，并且添加微
信，办事群众可提前将市（州）、县（市、区）
开具好的木材检疫证拍照片发送至窗口工
作人员手机上，办理好木材运输证后，工作
人员通过邮政快递将木材运输证寄送到办
事人员手中，避免办事人员来回跑，减少政
务服务大厅人员聚集。

问：矿业权到期延续如何办理？
答：根据青海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期间矿业权到期延续有
关问题的公告》，对在 2020 年 2 月至 4 月陆
续到期的 70 宗矿业权，因疫情防控暂时无
法报送延续申请材料的，仍视为有效矿业
权。矿业权人可待疫情防控解除后三个月
内将延续申请材料按规定报送至省政府政
务服务大厅省自然资源厅窗口进行办理。

（本报记者 彭娜 整理）

企业开复业和重大项目开复工问答
（九）

本报讯（记者 燕卓）“你好，请戴
好口罩，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千万不
能大意，保护好自己。”近日，西宁市城
中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在市容巡查中，
发现中心广场内有人未戴口罩，便立
即上前劝导，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提醒
做好防护措施。

随着复工复产工作有序推进，群
众正常生活秩序逐步恢复，个别人也
产生了大意心理，为此，城中区城管局
特意加强了市容秩序执法排查，积极
向市民宣传防控知识，并对夏都大街、
西大街药店门口市民排队密集现象予
以疏导，要求严格按 1.5 米的间隔排
队，做到思想不松懈，不聚集、戴口罩、
勤洗手，谨防产生麻痹心理和盲目乐
观的情绪。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工
作，城中区城管局一线执法人员继续
加强沿街商铺“门前六包”的管控力
度，在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巡查管
控，开展以占道经营、流动摊贩、杂乱
张贴等为重点的专项整治行动。对户
外广告、店招店牌，特别是对未开业店
铺门头逐一排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
整改。2 月至今，共清理占道经营 370
起，杂乱张贴 1270 处，垃圾死角 17 处
等。

城中区加强市容巡查

本报讯（记者 才让三智）近日，中央农
办、农业农村部通报表扬 2019 年全国村庄
清洁行动先进县，我省湟源县、河南蒙古族
自治县 2019 年村庄清洁行动措施有力、成
效突出、群众满意，获通报表扬。

湟源县以“三清五改治六乱”为重点，
按照“户集、村收、环卫公司清运、县处理”

城乡一体化垃圾治理模式，为 46 个村建设
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同时清运垃圾，清
理路障、巷道土堆、粪堆、柴草垛等，栽植各
类苗木，使得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观。

河南县以“全区域无垃圾强县”为目
标，全面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清理畜禽粪污
等废弃物，清理河道沿线垃圾，硬化通村道

路，每月集中整治环境卫生，依托精准脱贫
生态公益性岗位，建立了乡镇、村社保洁队
伍。相继出台《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环境
卫生整治“八大行动”方案》《创建全区域无
垃圾示范县实施意见》《河长制工作五项制
度》《生态环境保护实施细则》等，初步建立
了环境整治长效机制。

我省两县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本报讯（记者 祁绣娟）来自省体
育局的消息，贵德县被评选为 2019 年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据悉，根据体育总局《国家体育产
业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和《体育总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建
设工作的通知》，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体育局推荐申报，经形式审查、专家
评审、现场评估和综合评定。评选出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12 个、国家体
育产业示范单位 18 个、国家体育产业
示范项目 20 个。其中，我省的海南藏
族自治州贵德县被命名为“贵德国家
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贵德县被评为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本报讯 (记者 海东)3 月 11 日一大早，
西宁市昆仑中路群星路至南大街路段，建
设者们开始封闭路段，准备施工。

《西海都市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
人员已经进场，挖掘机开始作业。施工区
域被金属隔板隔离，工作人员在路口指引
并疏导车辆通行。

西宁市城乡建设局、西宁市公安交通
管理局、西宁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发布的公
告显示，3 月 11 日至 4 月 11 日，昆仑中路
（群星路至南大街、南小街至乐都路）由西
向东南半幅四条车行道（即机非分隔带至
中央绿化带）实行封闭；由东向西北半幅外
侧两条车行道同时封闭，道路边缘两侧的
非机动车道畅通。2020年 4月 12日至 2021
年 10月 30日，昆仑中路（群星路至乐都路）
中间双向八条车行道封闭，道路边缘两侧
拓宽的非机动车道畅通。

3 月 11 日至 5 月 21 日，昆仑西路（冷湖
路至文博路）南北半幅外侧两条机动车道及
非机动车道实行封闭，道路中间双向六条车
行道畅通。5月 22日至 12月 31日，昆仑西
路（冷湖路至文博路）双向六条机动车道封

闭，道路边缘两侧拓宽的非机动车道畅通。
同时，经过施工路段的公交车辆具体调整路

线另行通知。大型车辆严禁在施工路段通
行。行人沿两侧人行道正常通行。

省城昆仑中路昆仑西路封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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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绣娟 通讯员 李
斌）“两掌五指分开，腹前交叉，双腿伸
直，两掌上托于胸前……”3 月 11 日
上午，海东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王永顺
正在拍摄练习太极拳的视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做到
疫情防控与锻炼身体、丰富文化生活
两不误，海东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倡导
老年人居家开展体育活动，引导老年
人坚持健身增强免疫力。倡议发出
后，得到积极响应，协会会员将居家练
习的气功八段锦、太极、秧歌、跳绳、踢
毽、广播体操等录制视频并通过网络
平台分享。

“协会会员的平均年龄 58 岁，每
天不定时在微信群里分享居家练习的
视频，不仅培养了日常健身习惯，还带
动了家庭成员开展体育锻炼。”海东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王永顺说。

除此之外，海东市老年人体育协
会及全体会员为武汉加油，开展募捐
活动，共募捐爱心善款 14000多元。

老年人居家健身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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