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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之日起30日内要进行劳动用工备案，你知道吗？
新报讯（记者 张学博）
用人单位新招用职工或与
职工续订劳动合同的，应
自招用或续订劳动合同之
日起30日内进行劳动用工
备案……作为工人单位或
者职工， 你知道这样的规
定吗？4月20日， 呼和浩特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就劳动用工备案相关问题
进行了梳理解答。
据了解， 劳动用工备
案制度是用人单位招用劳

动者， 并与劳动者订立劳
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后，
在规定期限内， 按照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公布的用工
备案途径及方法， 对本单
位劳动用工进行实名动态
登记备案的一项制度。对
用人单位来讲， 办理网上
用工备案具有简化备案流
程、 减轻了劳资人员工作
量、降低企业管理成本、规
范员工离职等方面的好
处；对劳动者来讲，可以查

询自己劳动用工记录、工
资待遇和社保缴费情况，
对自己的相关权益一目了
然。《关于建立劳动用工备
案制度的通知》明确，用人
单位进行劳动用工备案的
信息应当包括： 用人单位
名称、法定代表人、经济类
型、组织机构代码，招用职
工的人数、姓名、性别、公
民身份号码， 与职工签订
劳动合同的起止时间，终
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人

数、职工姓名、时间等；用
人单位新招用职工或与职
工续订劳动合同的， 应自
招用或续订劳动合同之日
起30日内进行劳动用工备
案。
那么， 劳动用工备案
手续该如何办理呢？ 采访
中记者了解到， 用人单位
可登录自治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官方网站
（www.nm12333.cn）， 按 照
《网上用工备案流程指南》

内蒙古
本土动漫形象
匪兔闯商圈
新报讯（记者 马丽侠
实习生 王 艳） 作为呼
和浩特市人， 如果你不知
道匪兔那真是OUT了。那
只会说内蒙古方言的断耳
兔子， 有着一对浓浓的眉
毛，露着一颗大门牙，萌萌
的外形下透着一点小邪
恶。4月20日， 匪兔闯入首
府商圈， 开启了呼和浩特
主题匪兔动漫展。
本次动漫展分为3个
区域， 在绘画区可以临摹
和创作匪兔， 在合影区可
以和匪兔人偶拍照留念，
在影视区观看匪兔动画
片。 据设计匪兔这一虚拟
动漫形象的贺军介绍，
2015年7月底，这只兔子借
着呼和浩特市地标建筑
大绿罐拆除的话题在微
信圈里开始传播，主打本
土文化。平日里，这只精
灵古怪又有些胆小的兔
子不仅爱到大召的玉泉
井、 鼓楼的将军衙署转
转，又爱吃烧卖、羊杂碎
等呼和浩特的特色美食，
高兴起来还会唱上几首草
原歌曲、 跳跳风靡大街小
巷的广场舞……
另外，继2015年9月初
在微信推出 《匪兔内蒙古
西部话》后，贺军和他的创
作团队又先后推出 《匪兔
设计师版表情》《匪兔》两
个表情包。贺军说：“目前，
匪兔微信表情的使用量已
经将近10亿。 除了匪兔微
信表情包， 我们还出版了
匪兔的动漫、 动画片、书
签、雕塑、小扑克牌、毛绒
玩具等。 我们希望通过匪
兔宣传内蒙古的本土文
化，让更多人了解内蒙古、
热爱内蒙古。”

操作流程， 登录劳动用工
备案系统， 自行录入本单
位劳动用工信息， 办理用
工备案登记。目前，个人用
工备案查询提供门户网
站、手机APP、自助服务终
端3种方式。查询者需按操
作提示实名注册， 完成注
册后能够实现“一网注册，
全网通用”。其中，在手机
APP查询，查询者下载“内
蒙古12333” 手机客户端，
点击“求职招聘” 进行查

询；在门户网站查询，查询
者登录自治区人力资源和
社 会 保 障 网 （www.
nm12333.cn）-个人服务频
道-我的备案信息进行查
询；在自助服务终端查询，
查询者自行选择身份证登
录、 社保卡登录、 指纹登
陆、指静脉登录4种方式的
任意一种， 通过“内蒙古
12333” 自助服务一体机，
按照语音和文字提示登录
系统进行查询。

首府将开展多项活动庆祝五一劳动节
新报讯（记者 郑慧英） 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4
月20日，呼和浩特市总工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介绍
了期间要开展的以
“
中国梦·劳动美”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据介绍，呼和浩特市总工会将广泛宣传劳动模范
和各族劳动者的先进事迹，要求各级工会组织结合本
地区、本系统实际，充分利用各种宣传阵地和手段，通
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宣传栏等平台，广泛开展劳
模和工人阶级宣传。同时组织举办“中国梦·劳动美”
庆祝201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职工电视文艺晚会；开展
网上职工宣传教育活动、 家庭服务职业技能大赛；组
织职工观看反腐倡廉警示片《人间正道》；开展劳模精
神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活动；表彰全市五一巾帼标
兵岗和标兵。并通过举办歌咏比赛、运动会、羽毛球比
赛、乒乓球比赛、书画展等各种文化体育活动，唱响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的时代主旋律，充分展示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漫山杏花开
4月20日，游客行走在漫山杏花中。当日，回民区第八届乌素图杏花节开幕。本届杏花
节以“春染青山龙苑梦·花绽杏佛家园情”为主题，通过中老年广场舞大赛、少儿舞蹈竞
赛、风光摄影大赛、田园绘画写生、户外休闲娱乐以及文艺演出等活动，与现代旅游理念
摄影/本报记者
查 娜
相契合，使传统田园文化展现出新的活力。

首府境内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全部取消收费
新报讯（记者 张学博）
根据自治区政府印发的
《关于做好 取 消 政 府 还 贷
二级公路收费和涉及人
员安置工作有关事宜的
通 知》要 求 ， 内 蒙 古 收 费
公路监督管理局呼和浩
特分局于4月20日15时取

消 了 S104 省 道 东 房 子 通
行费所的收费工作。至
此，首府境内的政府还贷
二级公路收费所全部停
止收费。
据了解， 在此次取消
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工
作中， 涉及呼和浩特分局

管辖的通行费所为S101省
道乌兰花通行费所和S104
省道东房子通行费所，两
个通行费所均处于昭河至
武川至白音希勒路段上。3
月 30 日 15 时 ，S101 省 道 乌
兰花通行费所的收费工作
正式取消。

4月24日起首府启用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
新报讯 按照公安部
出入境管理局、 自治区公
安厅出入境管理局统一部
署安排，4月24日起， 呼和
浩特市公安出入境管理部
门将全面启用电子往来台
湾通行证。
4月20日，记者从呼和
浩特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局了解到， 电子往来台湾
通行证为参照有关国际标
准设计制作的卡式证件，

内嵌非接触式集成电路芯
片， 前往台湾签注不再采
取纸质的方式， 而是直接
打印在证件背面， 并可重
复擦写。 成人电子往来台
湾通行证有效期延长为10
年， 对未满16周岁的仍签
发5年有效通行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
境管理法》有关规定，经国
务院批准， 申领电子往来
台湾通行证应当按规定留

存持证人指纹信息， 留存
指纹信息的持证人出入境
时，可以按规定自助通关。
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
启用后， 仍然有效的现行
本式往来台湾通行证和贴
纸签注可以继续使用，持
有有效的本式通行证可以
继续申办贴纸签注。 持有
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需
单独加注签注的， 目前仍
需7个工作日。 （金 娜）

◎新闻追踪

中海蓝湾大火续：
业主不认可开发商作出的初步认定
新报讯（记者 杨 佳） 4月20日10时，中海蓝
湾北区7号楼的数百名业主来到售楼部， 参加了中海
方面举行的情况说明会。
会上，中海方面称，他们初步认定楼体过火处的
主体结构并未受到影响， 外墙保温材料也是合格的。
但是，业主们对中海方面的初步认定不予认可，要求
在业主的参与下， 双方委托权威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同
时要求在权威的鉴定结果出来之前， 开发商不得继续施
工。开发商就此提出两个解决方案：第一，发生火灾的2单
元业主可以在5月10日之前提出退房申请，逾期视为自动
放弃退房。第二，不退房者，免收两年物业费。另外，业主
们就起火造成的相应损失要求中海方面予以赔偿， 但是
中海方面认为此类赔偿并非开发商应尽的法律义务，相
关负责人婉转地建议业主们
“
通过起诉来解决”。
另外，4月19日，赛罕区公安消防大队就此次火灾
作出了事故认定书。 起火部位位于7号楼2单元13、14
层西户西侧窗户处。起火原因认定为水暖工王某某在
15层卫生间位置违规气割钢筋， 高温熔渣掉落在13、
14层卫生间西窗户外保温板上引发火灾。
4月8日17时30分左右，赛罕区在建的中海蓝湾北区7
号楼突发大火。起火后，火势迅速从1层向上窜，几分钟内
就自下而上蔓延到了30层， 该楼2单元的外墙被烧焦，相
邻1单元的部分墙体也被蹿烧过火，火势最凶猛时整栋楼
都被熊熊大火和浓烟包裹。由于火势凶猛，浓烟升至数百
米高，一时间，这起火灾受到了很多市民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