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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应知应会（之十）
●中共青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

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
●青海省司法厅

75.甲乙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

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后，乙不履行约定合

同义务时，甲如何救济？

当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

书、订购书、预订书等，构成预约合同。当事人一

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合同义务的，对方可

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

76.什么是格式条款？

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

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77.甲与某公司采用格式条款签订合同时，该公

司并未对条款内容尽到提示义务，后甲发现有条款

不利于自己，他可以怎么办？

可以主张未提示的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78.甲方提供的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

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该格

式条款有效吗？

无效。

79.小王由于缺钱在网上申请贷款，却深陷套路

贷中，短短一个月欠款从 2 万翻到了 32 万，高额

利息需要还吗？

不需要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利息进行偿还。

民法典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

国家有关规定”。

80.霸座、霸铺如何整治？

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

位号乘坐。旅客无票乘坐、超程乘坐、越级乘坐或

者持不符合减价条件的优惠客票乘坐的，应当补交

票款， 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支付

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

81.保证合同中保证的方式有哪些？

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82.甲为好友进行担保，但没有约定担保方式，

那么甲承担何种保证责任？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广大市民：
您好！
根据市委、市政府“外环内网”畅通工程工作安排，2021 年城北区拟实施朝阳西路改

扩建工程（门源路至天津路段）。改造道路长1.7公里，宽24米，将原有车行道拓宽至14.5
米双向4车道，改造内容包括道路、绿化、亮化工程及自来水、供电、天然气、通讯等管网的
扩容、更新。

朝阳西路现有树木347棵，因部分病虫害及老化十分严重，危及行人、车辆安全，每年需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砍伐或修剪；路口渠化交通及车行道线位上的树木需移植
230余棵，仅保留117棵，改造效果差。故计划对老化的142棵青杨砍伐，129棵旱柳、76棵白
榆编号移植至小酉山绿化苗木基地进行养护。为提升道路绿化品质，计划在两侧人行道间
隔 5米全冠种植胸径达到20公分的丝棉木500余棵。

如您对此次树木移植方案有合理化建议，请在2021年1月23日前拨打电话5121477或
书面建议反馈至城北区城乡建设局基建科。

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支持！
城北区城乡建设局
2021年1月15日

城北区城乡建设局关于朝阳西路改扩建
（门源路至天津路段）树木移植的公示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不断提升纳税服
务水平，减少纳税人办税时间、提供全业务流
程链服务……2021年首个征期，大通县税务
局妙招频出，全力打造优质联合办税区，让纳
税人充分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办税省时省心省
力新体验。

自今年1月4日起，大通县税务局轮流安
排 30 岁以下青年税务干部到办税服务厅导
税咨询台值班，统筹配备应急窗口及人员。大
通县办税服务厅启用预留应急窗口、紧急占
用后台办公室增设应急窗口，抽调业务骨干
组建临时办税服务厅工作组，最大限度满足
办税需要。设置业务专窗，增设相应办公设
备，精准解决纳税人在社保、个人所得税业务
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有效解决首个征
收期业务流量大但人员缺乏的问题，办税服
务厅在 1 月暂时停止休假制度，增加在岗工
作人员，保证各办税服务厅所有窗口均能实

现业务正常受理。为做到前台人员对各项政
策业务熟悉程度最大化，办税服务厅充分利
用晨会、晚会时间开展业务交流与分享，弥补
工作人员税收政策方面的空缺。

“以前代理纳税人办理税务注销手续，要
经过办税服务厅、征管股、管理分局等多个部
门，注销一个大概需要20个工作日。现在审
批功能整合到办税服务厅后，简易注销整个注
销业务办下来，2个小时左右就够了。”一企业
负责人在大通县自助体验区办理业务时说。

税务机构改革以来，大通县税务局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的统一部署，新
办企业首次办税从信息录入到领用发票提供
一站式、套餐式服务，纳税人只需登录青海电
子税务局，就可以将开业信息登记、税费种认
定、财务制度备案等 10 项业务，进行一次性

“打包”办结。该局通过“推”“排”两大措施，打
赢2021年首个大征期硬仗。

大通全力打造优质联合办税区

本报讯（记者 张永黎）“吾悦广场、万
达广场起来了，老旧小区改造一批接着一
批……这几年我们东区的变化可真大！”1
月12日，东区历届政协主席和副主席齐聚
一堂，一起迎新春、看变化、话协商、谋新篇。

“东区这几年的变化大家有目共睹，
全区政协组织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
党派人士和广大政协委员为此付出了大
量心血和汗水，也得益于历届老领导、老
同志的辛勤付出和打下的坚实基础。”区
委书记刘波说。

大家在座谈中表示，疫情期间，区委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果断出击、迅速行
动，筑牢了阻断疫情的坚固防线；积极应对
严峻考验，抓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抓
细“四个重点”排查，严格落实“四方责任”，
切实阻断疫情输入传播渠道；全面落实国
家、省、市优惠政策，全力以赴推进企业复
工复产、达产满产。全力推进曹家寨片区

土地储备项目，仅用3个月时间，完成全市
最大城中村近70余万平方米征拆任务，有
效解决了治安难题，极大地改善了城区面
貌，刷新了全市征拆的新速度。

七届政协主席张梅玲说，今后将秉承
退休不退岗的精神，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一
如既往高度关注、鼎力支持区委、区政府中
心工作，继续为东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
量，发挥余热。

“希望老主席、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
支持东区的工作，多建言、多提醒、多传授，
共同把东区建设得更加美好。”刘波说。

随后，老主席一行观摩了城东区党建
综合服务中心、城东区政协委员驿站、曹家
寨片区政府储备地项目、城东区市民服务
中心、“社会与法制界别组”委员之家、政协
文史专员书画展、清真巷街道绿色发展展
示体验中心，实地查看了东区近年来的新
变化新风貌。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随着春节临近，
为了科学精准做好冬春季特别是春节期间
疫情防控工作，温暖安全过好冬，1 月 11
日，市妇联向广大妇女和家庭发出《疫情防
控不松懈 凝聚抗疫“她”力量》倡议书，呼吁
全市广大妇女充分发挥妇女在家庭中的独
特作用，从我做起、带头示范，引导家庭成
员践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坚持疫情常态
化防控不松懈，切实做好冬春季个人防护。

倡议书呼吁全市各级妇联组织要发挥
“党有号召、妇联有行动”的表率作用，按照
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和联防联控要求
主动作为、尽职担当。要做好妇女群众和
家庭的宣传引导工作，积极通过微信、视频
等方式，帮助大家正确认识目前疫情防控
的形势，传播科普知识。要发挥“联”字优

势，做好人物同防，发动妇联执委、妇女代
表和巾帼志愿者积极投身疫情防控；要按
照疫情防控最新要求，从自己做起、从自家
做起，守好自家门、管好自家人。非必要不
出境、不到中高风险地区、不进行跨区域长
途旅行。要对家庭成员加强健康监测，继
续保持戴口罩、勤洗手等行之有效的防疫
卫生健康习惯。要教育引导家庭成员就地
过年，见屏如面，平安过节，不组织、不参加
不必要的人员聚集、聚餐、聚会活动，从简
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要保持良好心态，不信
谣、不传谣、不恐慌、不焦虑，不在微信群、
朋友圈发布传播不可靠信息。及时关注官
方发布的疫情动态，主动参与单位、社区的
志愿服务活动，自觉接受社区排查、监测和
管理。

咱们东区变化可真大咱们东区变化可真大

本报讯（记者 得舟）小寒刚过，一年中
最冷的时节到了，近几天来，西宁地区已完
成户表改造小区的部分用户的水表出现表
内结冰或表体冻裂的现象，导致个别用户
无法正常用水……为避免水表受冻结冰给
市民带来用水不便，我市供水部门紧急提
醒全市广大用户要及时做好家中水表防冻
保暖措施。

提醒一：市民天寒外出时，特别是在
晚上睡觉前应关紧阳台、厨房、卫生间以
及所有房间的窗户，以保证室内的温度在
零度以上。提醒二：用户家中无人居住、
且无采暖设施的情况下，室内远传水表应
采用棉麻织物、棉絮等保温材料进行包扎
保温，并务必关闭水表的表后总阀门，排

空管中余水。提醒三：若家中水表已出现
冰冻现象，且水表无破裂，可采用以下应
急措施：（1）对已出现冰冻的水表，用户
可以用热毛巾敷在水表上再用温水冲淋解
冻；（2）也可用家中的电吹风对冰冻处来
回吹暖解冻；（3）切忌不可以用明火直接
烘烤或用开水浇烫，以免造成管道或者水
表开裂、损坏。提醒四：在做好家中水表
防冻措施的同时，用户也应避免大功率电
磁设备（电磁炉、微波炉等）及容易产生
高热量的设备（如厨宝等）靠近远传水表
摆放，避免影响远传水表正常工作。如市
民发现家中水表破损、表前水管破裂等问
题 ， 可 拨 打 24 小 时 服 务 热 线
0971-8112112及时告知。

部分用户水表结冰供水部门紧急提醒

三举措倡议市民温暖安全过好冬三举措倡议市民温暖安全过好冬

本报讯（通讯员 范生栋）“十三五”以来，
城北区不断夯实民生之本，织密就业保障网，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让群众充分享受到了
更好的社保待遇和红利，实现了社会保障制
度的全覆盖。

“十三五”期间，城北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大力实施就业促进工程，全面落实
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就业援助、职业
培训、职业介绍等惠民政策措施，实现辖区
38个村级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
全覆盖，城镇新增就业3.6万人。不断强化
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开展家政服务、挖掘
机、装载机等各类技能培训班，累计培训城
乡劳动力2.12万人次，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3.35万人次。同时，搭建并运营好创业
平台，打造城北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建
成全省首家农民创业城。城北区大学生创业
孵化基地先后被评为市、省级孵化基地和国
家级众创空间，累计入驻企业56家，带动就
业193人。城北区农民创业城入驻23家创业
企业，带动156人就业，完成产值1475.26万
元。

兜牢民生底线，稳步推进全民参保工作，
全面推进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将社会保
障由“制度全覆盖”向“人群全覆盖”转变，真
正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扎实开展根治欠
薪工作，坚持落实促进就业和根治欠薪工作
制度，“十三五”期间，受理劳动监察投诉举报
案件 338 件，为 5336 名投诉者挽回经济损失
8569.33万元；1个用人单位被列入失信“黑名
单”，将9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案件及时移
送司法机关。同时，加强企业规范用工指导，
积极开展人社政策法规宣传，督促企业与劳
动者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引导企业合法用工，
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十三五”期间，企业
劳动合同签订率增长，由2016年的90%增长
至目前的93%。并提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效
能，加大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在已有15个基层
调解组织的基础上，“十三五”期间新建基层
调解组织33家；组织开展基层调解员专项培
训，切实筑牢劳动争议排查化解的“第一道防
线”。处理劳动争议案件 607 起，涉及 1473
人，金额 4924.07 万元，法定内限时结案率达
到100%。

北区群众乐享更多社保红利

本报讯（记者 王琼）近日，记者从湟中区
法院获悉，2020 年 12 月 31 日，马某、张某等
人终于领到了拖欠8年之久的工资款，该案
申请人共有118名，时间跨度长，标的较大，
该起案件的顺利执结及时消除了社会不稳定
因素，弘扬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同时也为湟中
法院2020 年的执行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
句号。

据了解，2016年，马某等118名职工到湟
中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称2012年开始
他们所在公司因经营不善，效益下滑，从
2012 年 1 月开始拖欠工资，2012 年 1 月至
2014年12月的工资一直没发。经多次讨要

无果后，马某等职工向湟中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然而仲裁裁决达
成后，该公司仍然拒不履行裁决书确定的支
付工资的义务，他们只能申请执行。湟中法
院受理了执行申请后，因为该案涉及民生且
当事人情绪波动大，极易引发上访，湟中法院
高度重视，积极与西宁市中级法院相互配合，
通力合作，第一时间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
知书，全面清点评估可供处置的财产，准备将
可供执行的土地及工业生产用房进行拍卖。
2020 年，经过两级法院多方协调和努力，被
执行人资产拍卖成功，118名工人被欠的145
余万元工资全部优先获得了全额受偿。

118名工人百万血汗钱得偿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