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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局官网晒 2017 市级政府决算报告

本市首次公开财政绩效评价报告
按照《预算法》、《北京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等要求，昨天，市财政局在官网公开了经市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的 2017 年市级政府决算。 从丰富报表体系、 细化公开内容和公开财政绩效评价报告等三方
面，进一步加大 2017 年市级政府决算公开力度。 感兴趣的市民可登录市财政局官网查看。

公开市级政府决算四方面内容

政府决算综合反映了年度政
府预算收支情况。市财政局副局
长、新闻发言人韩杰介绍，此次公
开的 2017年市级政府决算主要
包括四方面内容。
一是市级决算报告。主要对
2017年市级决算情况进行综
合性的报告，总体反映“四本

预算”完成情况。二是市级决
算。主要通过 13套主表、7套
附表及文字说明来反映 2017
年市级“四本预算”决算情况。
三是“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
经费情况的说明。公开了 2017
年市级“三公”经费和机关运
行经费财 政 拨 款 支 出 的 具 体

情况和变动原因分析。四是绩
效管理情况说明。公开了市级
财政 2017年强化预算绩效管
理的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并将
2018年对 2017年度 4个重点
预算项目（政策）开展财政绩
效评价的 报 告 作 为 该 说 明 附
件，一并公开。

首次公开财政绩效评价报告

韩杰表示，2017年市级政府 委、市文化局、市住建委等部门的
决算公开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 “北京旅游网 2017年内容建设
方面。
与运营推广”、“北京市地理国情
一是进一步丰富了报表体 常态化监测”、“北京市惠民低票
系，新增市级基本建设支出执行 价演出补贴”以及“绿色建筑”4
情况等报表，2017年政府决算公 个预算项目（政策）的财政绩效评
开报表达到 20张。二是细化了 价报告。
公开内容，在非税收入中的“专项
韩杰介绍说，绩效评价报告
收入”下细化了地方教育附加、教 首次对外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
育费附加收入、教育资金、农田水 督，是落实《预算法》和《北京市预
利建设资金等 4个子项，并附相 算审查监督条例》的要求，也是建
关说明一并公开。三是首次公开 设高效、责任、透明政府的重要途
财政绩效评价报告。新增公开市 径。通过公开，充分听取民众意
财政局对市旅游发展委、市规土 见，可以有效促进财政绩效管理

工作的提升。考虑到公开工作的
渐进性，市财政局在公开 2017
年政府决算时首次选取了 4个
重点民生领域的财政绩效评价报
告进行公开，下一步还将进一步
加大公开的力度。
公开部门自评报告，目的在
于发现部门在实施项目过程中的
薄弱环节，提升预算管理水平。下
一步，在即将公开的 2017年部
门决算中，还将拓宽部门自评报
告公开范围，通过社会监督，促使
预算部门不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
水平。
予调整，无特殊原因不予追加；年
末结余资金统一收归国库，不再
结转下年使用；对年底未使用完
的加油卡结余资金，统一收回。
三是加强动态监控管理。利
用动态监控系统，对“三公”经费
实行重点监控，发现违规或不规
范行为及时提醒，督促整改纠偏，
严禁无预算、超预算支出。
北京晨报记者 邹乐

“京蒙格格”扶贫瓜进入北京市场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海亮）

近日，一个重达 140多公斤的巨
型南瓜从内蒙古贫困地区察右前
旗玫瑰营镇“京蒙瓜果产业园区”
运抵海淀区车客家园社区连锁
店。内蒙古乌兰察布扶贫农产品
走进北京海淀社区便民店的销售
活动启动。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今年
初，北京市农产品名牌企业“老宋
瓜王”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
前旗玫瑰营镇开展扶贫合作，带
着优秀管理、技术团队入驻，与当
地 50户贫困户签订了合作脱贫
协议。从 4月开始，陆续种植了
48棚西瓜，吸纳当地 35名贫困
农民就业，通过培训和示范指导，
让当地农民学习种瓜技术。今年，
20多万斤“京蒙格格”品牌扶贫
西瓜和南瓜将陆续进入北京市场
销售。
“老宋瓜王”来自大兴区庞
各庄镇，巨型西瓜和巨型南瓜是
其“招牌”农产品。老宋瓜王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宋绍堂表示，

日前， 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张忠培先生考古学术之
路——
—理论研讨暨新书首发式”。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张忠
培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中国
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这三本
著作的编写中。
首席摄影记者 李木易 / 摄

手机扫一扫 分辨“黑中介”

按“零增长”原则从严从紧编制“三公”经费

报告显示，2017年本市市级 照“零增长”原则从严从紧编制
“三公”经费支出比年初预算减少 “三公”经费；2017年结合公务接
待费结余较大问题，将公务接待
近三成。
韩杰表示，近年来，本市严格 费的预算安排标准由公务费总额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约法三 的 2%下调到 1.5%；2018年结合
章”、厉行勤俭节约工作要求，始终 公车运行实际情况，对相应单位
坚持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努力降 车辆运维费定额标准进行了适度
低行政运行成本，从预算编制、执 下调。
二是严肃预算执行环节。年
行、动态监控三方面加强管理。
“三公”经费原则上不
一是严把预算编制源头。按 度执行中，

新书首发

140 多公斤的巨型南瓜从内蒙古来到北京。

新华社记者 李欣 / 摄

“京蒙格格”是承载了两地优秀 “老宋瓜王”京蒙瓜果产业园的员
基因的大瓜，将帮助乌兰察布群 工后，就和北京来的同事一起劳
众脱贫致富。
动、学习。“北京来的同事在大棚
察右前旗玫瑰营镇的贫困户 里教我们种植技术、种植原理，给
代表王栓娃告诉记者，自从成了 我们树立了脱贫致富的信心。”

市住建委：互联网平台不得随意挂房源
北 京 晨 报 讯 （记 者 王

只需用手机扫一扫，分分
钟就能分辨“黑中介”。北京
晨报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获
悉，即日起，对于房地产经纪
机构发布房源信息的，无论
是从事住房租赁业务还是存
量房交易业务，均须按要求
在网页显著位置公示房地产
经纪机构营业执照和经纪从
业人员信息卡。如果发现网
页没有公示经纪机构营业执
照及经纪人员信息卡，或手
机扫描信息卡上二维码后显
示的经纪机构名称与营业执
照不符，发布该房源信息的
就很可能是“黑中介”。
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互联网平台作为房源信
息发布的重要工具，在房屋
交易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购房者或租房者在选房、
比较价格等方面提供了更加
便捷的方式。但由于把关不
严，互联网平台也掺杂着大
量的虚假信息，特别是一些
违法违规的“黑中介”把通过
互联网平台发布房源信息作
为手段，诱使交易，严重损害
人民群众利益，社会影响极
坏。全面清理网络的“黑中
介”，让市民一眼辨别结果刻
不容缓。在全面贯彻落实住
房城乡建设部、中宣部等七
部委《关于在部分城市先行
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
违规行为》行动中，北京以清
理虚假房源信息为目的、规
范信息发布主体为手段，率
萍）

先提出互联网平台发布房源
信息要求。
昨天，市住建委联合市工
商局、市网信办、市通信管理
局和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集
中约谈了多家房源信息发布
主要网站，包括链家、我爱我
家、麦田在线、中原地产、21
世纪不动产、网易、新浪、58
同城、赶集网、安居客、百姓
网、房天下等。要求各互联网
站自即日起，对于房地产经纪
机构发布房源信息的，无论是
从事住房租赁业务还是存量
房交易业务，均须按要求在网
页显著位置公示房地产经纪
机构营业执照和经纪从业人
员信息卡。对于住房租赁经营
企业发布房源信息的，其营业
执照经营范围中须含有“住房
租赁”。
根据要求，房地产经纪
机构及人员须亮明身份，方
可发布房源信息将成为规
则。今后，在互联网平台浏览
房源信息时，如果发现网页
没有公示经纪机构营业执照
及经纪人员信息卡，或手机
扫描信息卡上二维码后显示
的经纪机构名称与营业执照
不符，发布该房源信息的就
很可能是“黑中介”。市住建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在
保障网民知情权的同时，极
大压缩“黑中介”通过互联网
不当牟利的空间，利于维护
交易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净化网络环境，促进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