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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韩洁、申铖、孙
现富)财政部办公厅、国管局办公室、中直管
理局办公室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差旅伙
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
知》。

在此前《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
法》等一系列文件基础上，此次通知释放哪些
信号？有何新规定？能否有效落实？针对社会
关注的问题，记者 18 日采访了财政部行政政
法司有关负责人。

最大亮点：约束性新规严格

差旅费收交

“制定出台此份通知，是将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要求进一步具体
化、制度化、规范化，增强针对性、操作性、可
行性的务实举措。”这位负责人说。

近年来，财政部不断完善、细化差旅费管
理，差旅费制度执行情况总体较好。此前普遍
存在的向下转嫁费用、超范围超标准接待以
及由此产生的“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
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还存在一些问
题。

这位负责人说，为进一步细化差旅伙食
费、市内交通费收交的具体规定，增强可操作
性和约束力，三部门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的
基础上，制定出台了此份通知。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包括差旅费在
内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制度建设，不断完善
公务支出制度体系。”这位负责人说。

明确标准：出差人员主动交纳

这位负责人表示，同现行中央和国家机

关差旅费管理制度相比，此次通知区分多种
情况，分类制定了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
收交标准，做到标准全覆盖，解决此前交纳标
准不够明确的问题。

通知规定，中央单位出差人员出差期间
按规定领取伙食补助费。除确因工作需要由
接待单位按规定安排的一次工作餐外，用餐
费用自行解决。出差人员需接待单位协助安
排用餐的，应当提前告知控制标准，并向伙食
提供方交纳伙食费。

其中，在单位内部食堂用餐，有对外收费
标准的，出差人员按标准交纳；没有对外收费
标准的，早餐按照日伙食补助费标准的 20%
交纳，午餐、晚餐按照日伙食补助费标准的

40% 交纳。在宾馆、饭店等餐饮服务单位用
餐的，按照餐饮服务单位收费标准交纳相关
费用。

此外，出差人员出差期间按规定领取市
内交通费。接待单位协助提供交通工具并有
收费标准的，出差人员按标准交纳，最高不超
过日市内交通费标准；没有收费标准的，每人
每半天按照日市内交通费标准的 50% 交纳。

规范收费：接待单位不得拒收

在强调出差人员自行解决相关费用、主
动交纳的同时，这位负责人介绍，通知还明确
接待单位要按规定收取费用，不得拒收，解决

此前接待单位不愿收、不敢收的问题。
这位负责人说，通知还规范了财务管理。

明确凭证开具和收取资金账务处理方式，防
范风险，解决此前凭证出具和账务处理方式
不明晰、不规范的问题。

此外，为统一规范要求，通知要求各地结
合实际制定本地区出差人员差旅伙食费和市
内交通费收交管理规定，力争全国同步规范。

严格管理：避免开票难、报销繁

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具有
收交频次高、金额小等特点，票据开具、保存
工作存在一些难题。新规加强了收交费用票
据管理，是否会产生票据开具难、报销手续繁
琐等新问题？

对此，这位负责人表示，按照规范管理与
简化操作并重的原则，规定接待单位应及时
出具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或税务
发票；确实无法出具上述凭证的，可出具其他
收款凭证，有效解决一些基层接待单位开具
不了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或税务
发票的问题。

此外，规定票据由出差人员个人保存备
查，不作为报销依据，在强化个人责任的同
时，有效解决财务人员审核难、报销手续繁琐
等问题。

“下一步，我们将狠抓落实。”这位负责人
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对新规的宣传和解
读；督促各地区各部门指导接待单位按照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有
关规定，合理制定收费标准，依规收取费用；
督促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地区出差人
员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规定，
力争全国同步规范。

公职人员出差，这些伙食交通规定别违反
详解中央单位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管理新规

新华社郑州 7 月 18 日电(记者刘怀丕)
近日，有郑州市民骑电动车撞上隔离桩伤重
身亡，引发对该城相关管理问题关注。新华社
记者走访郑州街头，发现乱象不少：有行人因
隔离桩设置违规受伤、有“幽灵”停车位常致
车主罚款、有无证围挡长期不撤反成收费停
车场、有马车跑上大马路、有电动车窜上人行
道、有斑马线上拍婚纱照……

违规隔离桩频伤人、“幽灵”

停车位坑钱，设施之乱有多少？

隔离桩是城市路面常见的交通辅助设
施，用于维护交通安全。但在 7 月 6 日一天之
中，有两位行人因撞上隔离桩发生严重事故，
一死一伤。记者了解到“隔离桩致伤”在郑州
并不少见。

“经常接诊撞隔离桩的伤患，每周平均有
五六例。轻的挫伤，重的骨折。”郑州人民医院
急诊科副主任戚文涛说。郑州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等其他医院的多名急诊外科医生也反
映，日常接诊隔离桩致伤伤患人数不少。

经记者在多路段实测发现，郑州一些街
道隔离桩设置不合规。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
通设施设计规范》要求，分隔柱的间距宜为
1 . 3m ～ 1 . 5m。该市一些地方的隔离桩，距
路肩、护栏间距分别是 0 . 6 米、0 . 5 米，间距
太窄，通行困难。

“0 . 5 米的隔离桩间距肯定不符合规
定。”郑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市政设施监管应
急指挥中心副主任穆林表示，会组织排查整
治，但他同时又说，发生死亡事故的隔离桩不

是郑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安装的，“郑州安装
隔离桩的部门有很多，具体有哪些部门不太
清楚”。

此外，记者还发现一种坑钱的“幽灵”停
车位。市民赵先生觉得很冤枉，为何有些道路
地面上明明划着停车位线，自己停车入线却
被贴了罚单。据了解，有些“幽灵”停车位原本
确实是合法车位，但因管理部门交接，此后被
取消时却无人将划线清理干净，不少车主被
误导掏了冤枉钱。

有“钉子”围挡围而不建大半

年、有无证围挡竟内设收费停车

位，施工之乱何时休？

郑州市金水区天伦琥珀名城小区东门外
黄家庵东路上的一处围挡，从去年起设置至
今已 200 多天。该围挡内至今未动工，成了垃
圾堆，且严重影响附近居民出行住居。

郑州市人民公园东门二七路段的一处围
挡造成一定安全隐患。记者见到，不时有老人
抱着孩子，低头弯腰从围挡支架下钻过。“公
园门口人流量大，有行人被支架上的三角铁
划伤头，安全隐患很大。”郑州市人民公园一
位工作人员说，该围挡一夜之间就拉起来了，
之后一周也没见施工。

根据郑州市相关规定，占用城市道路施
工前，要向社会公示工程内容、施工时间和相
关批准文件。记者在附近未见有施工公示牌。

该处围挡设置方式也不合理。不但占用
大量人行道，预留部分太窄，导致行人通行困
难，且直接围到临街商铺门前台阶，严重影响

商户经营。记者甚至还发现，该处围挡内竟有
身份不明人员开设收费停车位。

郑州市施工围挡整治督导组负责人闫磊
向记者证实，二七路段上设置的围挡没有经
过审批，存在未挂施工公示牌、预留道路不足
等问题，已经要求整改。

截至发稿，一周时间过去，记者在现场看
到，二七路段的围挡仍未有整改迹象。

专家建议：城市管理应重法

治意识，市民可依法维权

除上述问题外，马车上马路、斑马线上拍

婚纱照、车辆乱停行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
在一段时间内也未获有效管理。专家认为，
郑州城市管理领域存在违法违规、职责不
清、管理粗放等问题，在当前该领域有一定
的共性。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
副教授张效羽认为，对频频致伤的违规隔
离桩，具体施工方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且城市管理方不能脱责。如有关部门迟迟
不作为，市民也可以通过向上级部门、监
察部门投诉和反映情况的方式维护自身权
益。

对于“幽灵停车位”问题，中国政法大
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认为，如果是管理部
门内部问题所致，基于保护市民对行政机
关的信赖，不应予以处罚。已收取罚款的，
可以通过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要求退
回。张力还认为，关于无许可设立围挡，城
管部门应及时依法拆除。而在没有法定审
批的情况下设置收费停车场是明显的违法
行为。

据悉，郑州市近年来发展迅速，
城市管理面临人口激增等压力，曾进
行多轮治理。目前，新一轮整治行动
已启动。

多名专家建议，应进一步加强对城市
管理有关部门的法治硬约束。

郑州违规隔离桩频伤人，每周平均五六例
郑州城市管理问题调查：“幽灵”停车位常坑钱，无证围挡挡路又“挡财”

■新华时评

近日，一位郑州市民骑电动车撞上隔
离桩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记者在郑州采
访了解到，医院曾接诊过很多撞隔离桩的
受伤者，有的破皮流血，有的刺穿脚掌，有
的摔断腿骨。隔离桩变“伤人桩”警示城市
管理不能任性粗放，应坚持以人为本，要像
绣花一样精细，否则害民不浅。

根据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
计规范》规定，分隔柱的间距宜为 1 . 3m ～
1 . 5m 。郑州街头的一些隔离桩间距不符合
标准，有的仅有 0 . 5 米，反映出当地城市公
共设施设置安装的随意性。

“城，所以盛民也。”城市的核心是人，坚
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从方便市民生活入手，
解决好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等问
题，是抓好城市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前，虽然一些城市的经济体量、人口
总量等指标都已进入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行
列，但城市管理水平不高，导致市政乱象丛
生：有的任性随意——— 或洒水车不顾路面湿
滑继续洒水，或公共设施胡乱安装；还有的
简单粗暴——— 或以“抽梯式执法”制止违规
安装广告牌，或一夜间拉起施工围挡堵死道
路；也有的放任默许——— 对斑马线上拍婚纱
照频现、电动车常窜上人行道等视而不见、
见而不管。这些乱象不仅损害城市形象与品
位，更给广大群众带来麻烦和危险。

探究城市管理乱象背后，虽有城市面积
扩张过快、规划建设不合理等客观原因，但
更主要的是城市管理理念与方式滞后。对标
国际国内管理水平高的城市，未见得路有多
宽、设施有多先进，却整洁有序，便民利民。

城市管得怎么样，市民最有发言权。随着人们对城市的
期待越来越高，管理者不能认为管理得比以前强就自鸣得
意，使出一些简单粗暴的招数便沾沾自喜，对当前存在的问
题漠视、推诿。城市管理千头万绪，要怀有绣花般的细心、耐
心和巧心，应该以老百姓的安全感、便捷性和舒适度为标准
不断改进工作，疏“堵点”、治“痛点”、攻“难点”，把“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的愿望落实，让老百姓在城市生活得更安全、更
方便、更舒心。 (记者刘怀丕)新华社郑州 7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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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确因工作需要由接待单位按规定安排的一次工作餐外，

用餐费用自行解决。出差人员需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用餐的，应当

提前告知控制标准，并向伙食提供方交纳伙食费

在单位内部食堂用餐，有对外收费标准的，出差人员按标准

交纳 ；没有对外收费标准的，早餐按照日伙食补助费标准的

20% 交纳，午餐、晚餐按照日伙食补助费标准的 40% 交纳

接待单位协助提供交通工具并有收费标准的，出差人员按

标准交纳，最高不超过日市内交通费标准；没有收费标准的，每

人每半天按照日市内交通费标准的 50% 交纳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记者
陈炜伟)近期公布的中国经济“半年
报”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 6 . 3%，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这份中期答卷成色如何？下半年经济
如何稳得住、进得了？在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近日组织的座谈会上，专家们
围绕经济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

“难中守稳。”国研中心宏观经济
研究部部长陈昌盛如此评价。他分析，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面临“双叠加”的压
力：一方面，国际经济周期下行与国内
经济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期
叠加；另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调整
带来的供给侧冲击与内外需求放缓的
需求侧冲击叠加。

“对比全球其他经济体的下行态
势，再结合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
来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大局稳定，
这非常不容易。”他说，上半年 6 . 3%
的平稳增速、5% 左右的调查失业率、
1 . 8% 的核心 CPI(剔除能源和食品价
格)、较为平衡的国际收支等宏观调控
指标，勾勒了经济总体平稳的态势。

陈昌盛分析说，“六稳”政策效果也
在逐步显现，特别是预期发生积极变
化。与去年相比，在经贸摩擦的调整和
积极应对中，企业和市场更加淡定，国
民心态更加凝聚，合作创新更加坚定。

上半年，中国经济不仅展现了
“稳”的气质，更凸显“进”的态势。

“‘稳’在速度，‘进’在提质。”国研中
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说，当前，
我国传统制造业在改造升级，服务业
比重继续提升，发展新动能不断涌现，
发展环境不断趋好，中国经济结构优
化升级蹄疾步稳。

最新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感受：
上半年，第三产业增长对 GDP 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 60 . 3% ，全国日均新设
企业 1 . 94 万户。

在王微看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我国宏观调控没有采取“大水漫灌”式
的强刺激，而是更加强调改革创新、优
化环境，着力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增强
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这符合中国经济
向高质量发展转轨的方向。

从区域角度观察经济，能够发现
更多新亮点。国研中心发展战略和区
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贾珅说，不同区
域间的差异性越大、互补性越强，国家
整体的发展韧性就越强。

贾珅认为，上半年区域经济发展亮点纷呈。其中，东部地
区“积极调整”，在新一轮产业转型中走在全国前列；中部地区
“有力接续”，上半年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继续在四大板块中保持领先；西部地区“开放发力”，交通
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内外部互联互通性显著增强；
东北地区“稳步改革”，营商环境逐步改善，去年以来辽宁不少
经济指标都明显回暖。

投资，是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变量。上半年，投资
增速比前 5个月加快，但比一季度有所回落，且增速仍处低位。

“在近几年连续下滑后，今年或将是投资的触底企稳年。”国
研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四研究室主任许召元认为，随着减税
降费和优化环境的持续推进，制造业投资增速已连续两个月回
升，企业信心逐步回暖，下半年制造业投资有望继续回升。而在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等政策作用下，基础设施投资也有望稳
定增长。总体来看，下半年投资增速触底企稳的态势比较明显。

步入 2019 年“下半场”，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经
济也面临新的下行压力。

在陈昌盛看来，新的下行压力既有国际经济周期下行、
“黑天鹅”事件频发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有国内经济发展的结
构性、体制性矛盾。因此，要坚持逆周期调节力度不减，并坚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不动摇，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逆周
期调节结合好、总需求稳定和释放微观主体活力结合好。

“顶压前行，充满信心。”陈昌盛说，把准“双叠加”运行特
点，做好“双结合”政策发力，中国经济就可以顶住压力，实现
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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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记者刘开雄)
逆差转顺差、外资持续净流入、外债低于国际
安全线……在 18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
详细解读 2019 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
三大亮点值得关注。

亮点 1：

各项数据持续向好

更 有 逆 差 转 顺 差

按美元计价，2019 年上半年银行结售汇
逆差 332 亿美元，较 2018 年下半年月均逆差
收窄 52%。2019 年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
付款顺差 312 亿美元，而 2018 年下半年该数
据为逆差。

今年上半年，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签
约顺差 777 亿美元。2018 年上半年和下半
年，分别为逆差 248 亿美元和 35 亿美元。截
至今年 6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是 31192
亿美元，较 2018 年年末上升 465 亿美元。

今年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顺
差 490 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顺差

488 亿美元。一季度国际收支口径货物贸易
顺差 9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83%。服务贸易
逆差 634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初次收入
项下，我国对外各类投资收益达 62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1%。

王春英介绍，从 4 月和 5 月数据看，货物
贸易顺差累计 7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
服务贸易逆差 462 亿美元，同比收窄 11%。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初步判断，今年二季度
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仍呈现顺差。”

亮点 2：

境外资金继续呈现净流入

今年 1-6 月，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
的债券和上市股票 493 亿美元。其中债券净
增持 416 亿美元，股票净增持 78 亿美元。
结合商务部统计的同期实际利用外资增长数
据，可以看出，境外资金继续呈现净流入的
态势。

“当前内外部环境中，有利于我国跨境资
金流动稳定的因素仍然较多。”王春英认为，
当前，国际货币环境相对宽松，主要经济体都

表现出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国际市
场对中国经济预期平稳，且随着我国开放程
度的进一步提高，境外资金更加重视中国市
场。

王春英表示，人民币汇率实现双向波动
后，市场理性预期进一步提升。“企业对汇率
波动适应能力进一步提升，个人结售汇也更
加稳定。”

此外，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日益健全。
“跨境资金流动平稳运行具备很充分的内外
部条件，可以比较好地应对各种外部冲击。”
王春英说。

亮点 3：

四大外债安全性指标均在安

全线以内

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中国所有的对外
金融负债余额比 2014 年末上升 12%，其中
全口径外债余额增长 11%。同期，对外金融
资产余额上升 15%。

“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
紧密，对外债务以及对外债权总体上升是一

个正常的发展过程。”王春英说，综合来看，中
国持续呈现对外净资产，一季度末净资产余
额比 2014 年末上升 22%。

王春英分析，今年一季度末我国中长期
外债余额较 2014 年末增长 49%，在全部外
债中占比 36%，较 2014 年末上升 9 个百分
点，短期外债余额下降了 4%。“期限结构进
一步优化。”

一季度末债务证券余额较 2014 年末增
长 2 倍，在全部外债中占比 23%，较 2014 年
末上升 15 个百分点。“这体现了境外投资者
多元化配置的需要，也反映了境外央行类机
构增持人民币储备资产的需求。”王春英说。

从四大主要外债安全性指标来看，我国
外债负债率，在 2018 年末的水平为 14 . 4%，
国际安全线是 20%；我国债务率为 74 . 1%，
国际安全线是 100%；我国偿债率为 5 . 5%，
国际安全线是 20%；我国短期外债与外汇储
备比为 41 . 4%，国际安全线是 100%。

“从这几个安全性的指标来看，当前我国
外债指标都是在国际安全线以内，而且这些
指标都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
水平。”王春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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