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注5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继今年7月份财政部等三

部门发文规范中央级差旅费管

理之后，近期各地也陆续出台了

差旅费管理新规。这项改革既

是解决当前存在的不交不收、差

旅费转嫁等问题的务实举措，更

是进一步践行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要求的

长期制度建设，有利于推动公务

支出管理更趋规范化，营造风清

气正、勤俭节约的氛围——

政策利好和市场行情推动养殖场户补栏积极性开始恢复——

生 猪 产 能 年 底 有 望 趋 稳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各地落实中央精神，陆续发文明确差旅伙食费和地区内交通费收支管理——

出“公差”差旅费管理更有数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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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依靠 55GG，，从而最终实现从而最终实现

55GG改变社会的目标改变社会的目标。。

55GG 为国庆盛典和为国庆盛典和

黄金周带来了什么黄金周带来了什么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 鑫

近期，广东、河南、辽宁、天津、
贵州、山东、陕西、福建、江西等多地
陆续出台了差旅费管理新规。

今年7月份，财政部等三部门发文
规范中央级差旅费管理，要求中央单位
出差人员自行解决相关费用、主动交
纳，也要求接待单位按规定收取费用，
不得拒收。各地要结合本地区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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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地发布的新
规，正是为了落实这一要求。

各地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
标准和方式是怎样的？如何确保这一政
策真正落地？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
相关人士。

明确标准便于操作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新规在收交标
准上与中央单位差旅费管理有关规定基
本一致，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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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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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交通费方面，各地普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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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伙食费方面，按照省级直属党政
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伙食补助 100
元/人/天的现行标准计算，早午晚三餐
应分别按照20元、40元、40元交纳费
用。按现行交通补助标准，每人每日最
高交纳80元，每半天交纳40元。

虽然各地新规与此前中央三部门规

定大体一致，但不少地方在具体内容和
操作方式上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山
东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山东区
分不同情况，分类制定差旅伙食费和市
内交通费收交标准，实现标准全覆盖。
特别是市内交通费标准比中直机关更加
细化，即接待单位协助提供交通工具
的，出差人员应当按每人每小时 10 元

（不足 1 小时的按 1 小时计算） 的标准
交纳交通工具使用费，最高不超过日市
内交通费补助标准。”

河南要求出差人员由所在单位免费
提供交通工具或租车出行的，应如实申
报，不再发放市内交通费。由行政机
关、事业单位提供单位内部交通工具或
在内部食堂用餐的，接待单位应向出差
人员出具河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
结算票据；在经营性餐饮服务单位就餐
的，出差人员直接向餐饮服务单位支付
相关费用并索取税务发票。此外，河南
还明确了各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可按
需向同级财政部门申领河南省行政事业
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福建提出一天内由两家不同接待单
位按照规定各安排一次工作餐的，出差
人员当天不再领取伙食补助费。出差人
员在报销时应如实申报交费情况并提供

交费凭证，作为报销附件归档。同时，
在通知中明确提出“提倡、鼓励省直机
关出差人员自行用餐或用车。自行用餐
或用车的，报销时不需要提供交费凭
证”。

聚焦当下着眼长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
告诉记者，“出差人员自行解决就餐和
市内交通，接待单位若协助安排，出差
人员就得交纳费用，这是此前就有的明
文规定。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收和
交规范性不够等问题。因此，三部门联
合发文，进一步明确了收交标准、财务
管理方式等，以确保这项制度真正落地
生根”。

记者从多位中央单位公职人员处了
解到，自 8月 1日中央单位差旅费新规
正式施行后，他们到地方出差都自觉交
纳了费用，也都拿到了相关凭证。

“有了国家明确规定，不论是交还
是收，双方都更加自觉了。以前不清楚
往哪儿交、交多少，现在都明确了，操
作起来也更简便。这种方式为我们避免
了不必要的应酬，也让接待方减少了负
担，有助于提高办事效率。”一位公职

人员告诉记者。
“三部门要求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制

定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规
定，就是充分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水
平、物价水平、区域面积、地理特征等
诸多因素各有不同，给予地方更多能动
性，因地制宜施策。我们看到不少地方
在具体交费方式等多方面加以创新，说
明了各地推动落实该项政策的积极动
力。”白景明说。

从目前各地发布的新规看，施行时
间大多为今年 8 月 1 日或 9 月 1 日起，
这也符合此前三部门提出的“具体实施
时间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要求。

各省在出台差旅费新规同时，也要
求各市县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制定出差
人员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
规定，确保同步规范。目前，新规逐级
拓展、加速落地的趋势已经形成。

白景明说：“此次中央单位和各地出
台差旅费新规，既是着力解决当前存在
的不交不收、差旅费转嫁等问题的务实
举措，更是着眼于长远，进一步践行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要求
的长期制度建设。这项改革既有利于推
动公务支出管理更趋规范化，也有助于
营造风清气正、勤俭节约的氛围。”

落实还靠转变理念

专家认为，要确保差旅费新规有效
落地，关键在于转变理念。中央财经大
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
云告诉记者，“要让差旅费新规充分落
地，需要各方打破惯性思维，加强法治
理念，同时完善执行和检查程序，确保
政策落在实处”。

白景明认为，“出差人员和接待单
位都要充分认识到不交不收相关费用是
违反国家规定的。各方要时刻绷紧这根
弦，上下联动，严格约束行为”。

根据规定，各地区各部门要督促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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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
内部管理制度，合理制定收费标准，协
助安排用餐应当根据出差人员告知的控
制标准合理安排。

“不论出差人员或接待方，都应该
认识到出差是用公款完成公务，而不是
享受高标准待遇，要坚定地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白景明建议，由于伙食费和
市内交通费收交频次高、费用金额小，
各地必须进一步优化财务管理方式，确
保相关财务工作便捷和高效。同时，各
地还要按照财政部等三部门要求，加强
对收取费用的管理，做好业务台账登
记，纳入统一核算。

专家认为，近年来我国差旅费管理
持续优化，比如将住宿费标准细化到地
市级，同时制定部分地市旺季住宿费上
浮标准，实施精准管理；根据市场价格
实际情况提高住宿费标准并及时调整
等。随着差旅费管理不断完善，有效遏
制了转嫁差旅费用、超范围超标准接待
以及由此产生的“四风”等问题。随着
此次新规全面落地，我国差旅费管理水
平将进一步提高。

近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生猪
生产的政策措施，我国生猪生产出现了
一些积极变化。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就
生猪生产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农业农村部
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

杨振海介绍，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全
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电视电话
会议后，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
部、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部门，共
出台 17 项政策措施支持生猪生产发
展。目前，各项政策措施正在抓紧落
实，多数已经落地。

其中，河北、山东、湖南、四川等 18
个省份已相继出台稳定恢复生猪生产的
具体措施，其他 13个省份也正在细化相
关政策措施，近期将发布实施。此外，各
地还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了针对性政策
措施，广东、四川明确各地市生猪最低出
栏量或基本保障任务；天津、安徽、上海、
江苏等省级财政安排资金对原种猪场或
规模养殖场给予临时性救助补助；吉林
省对种猪场引进种猪给予补贴；安徽对
小型屠宰企业开展非洲猪瘟自检给予补

助；四川省 13个大型生猪规模养殖场建
设项目近期集中开工，预计将新增产能
200万头。

“在政策利好和市场行情双重带动
下，养殖场户补栏积极性开始恢复，向好
因素增多。”杨振海说，一方面，部分省份
生猪存栏止跌回升，规模养殖恢复势头
明显。据对9550个年出栏5000头以上
规模养猪场的监测，8月份生猪存栏和能
繁母猪存栏环比分别下降0.3%和1.8%，
明显小于全国总体降幅。大型养猪企业
普遍反映，前期暂停的产能扩张计划已

全面启动；另一方面，仔猪饲料产量回
升。据对全国饲料生产企业跟踪监测，8
月份仔猪饲料产量 146 万吨，环比增长
2.2%，为近 5个月首次回升，意味着仔猪
存栏开始增多。同时，后备母猪销售量
明显增加。据对100家重点种猪企业监
测，8 月份后备母猪销量环比增幅超过
80%，订单已排至明年。

“部分省份生猪价格开始有所回落，
生猪价格将总体保持稳定。”杨振海表
示，从当前生产恢复省份增多、仔猪饲料
产量和种猪销量回升等迹象判断，养猪

场户补栏增养信心开始恢复。随着非洲
猪瘟疫情进入相对平稳期，各项政策落
地生效，预计生产积极性将进一步提升，
今年年底前生猪产能将有望趋稳，猪肉
市场供应将逐步稳定并恢复。

此外，禽肉禽蛋等畜产品生产增加
较多，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据监
测，1月份至8月份全国肉鸡出栏量同比
增长 13.2%，增幅为近年来少有。中国
畜牧业协会统计显示，上半年出栏肉鸭
21.94 亿只，鸭肉产量约 513 万吨，半年
产量已达2018年全年产量的四分之三，
发展势头超乎预期。此外，1月份至8月
份，全国鸡蛋产量同比增长2.6%，生鲜乳
产量同比增长 5.3%；8 月份全国监测县
肉牛存栏同比增长 4.2%，肉羊存栏同比
增长 0.5%，保守估计全年牛羊肉将增产
30万吨以上。

杨振海表示，总的来看，目前较高的
猪价将拉动库存冷冻猪肉出货增加，并
对禽肉等替代品生产消费产生较强刺
激作用，加上中央和地方陆续投放储备
肉，禽肉禽蛋生产增加较多，畜产品供应
总体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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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认为5G离自己很遥远，但它的确来
了。”通信业分析人士赵宇说，今年“十一”黄
金周期间，在去南京旅游的路上，他发现 5G网
络覆盖比3个月前5G刚发牌时更广泛了。南京2
号线地铁站实现了 5G网络覆盖，新街口站大厅
内测速达到 1Gbps水准。“在密集场景下刷朋友
圈、上传照片，5G比4G更有优势。”赵宇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电视
直播也让众多普通消费者深刻感受到 5G 的魅
力。在3家运营商全力支持下，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成功完成了国庆盛典首次 5G+4K 超高清直
播，给全国人民带来了身临其境般的体验。

在本次直播中，庆典方阵增加了多个 5G 移
动机位，摆脱了线缆的束缚，借助中国电信北京
分公司的 5G 网络，将 4K 摄像机拍摄的超高清
画面呈现在全国广大观众面前。

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项目负责人表示，对如
此高级别的庆典超高清直播，网络必须“超高速
率”“超高稳定”和“超低时延”，只有高速率、
大带宽、低时延的 5G 网络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为此，中国移动使用了 5G 独立组网商用网络，
设置了专用网络通道，规划出专属频段，并对直
播终端设置了专有优先级，既能避免外部干扰，
又可有效保证网络速率和容量。

据介绍，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从2月份就开
始准备，克服了长安街沿线 5G建站困难、原有
设备搬迁改造等不利因素，在阅兵核心区及东西
延长线建设了几十座 5G基站，投入测试人员总
计近400人次，累计配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测试
时长近 1000 小时，全程跟踪 3 次彩排，优化网
络，提升客户体验。

据了解，国庆前夕，三大运营商先后在各自
的手机营业厅APP上线了5G套餐预约活动，截
至10月5日，预约人数已经接近850万。

不过，正如工信部部长苗圩所说，虽然目前
我国市场上发布的5G手机有11款，但大部分只
具有非独立组网功能，要真正体现 5G性能还得
依靠具有独立组网功能的 5G网络和产品。现在
各地所建 5G 网络基本上也是非独立组网的，
2020年才能大规模投入独立组网的5G网络。

苗圩认为，5G 真正应用场景，80%应该是
用在物与物之间的通信，如工业互联网、车联
网、远程医疗等领域。“未来，将会有更多高可
靠、低时延和海量的机器连接应用需求要依靠
5G，特别是独立组网的 5G，从而最终实现 5G
改变社会的目标。”苗圩说。

新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电
针对有媒体提问关于美商务

部 10 月 7 日将 28 家中国实体
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进
行制裁，中方有何评论，商务
部 新 闻 发 言 人 8 日 就 此 发 表
谈话。

新闻发言人说，已注意到
美商务部将 28 家中国实体列入
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并将继
续关注事态进展。长期以来，
美方动辄根据其国内法对中国
实体实施单边制裁，此次又打
着人权的幌子，将 28 家中国地
方 政 府 机 构 和 中 国 企 业 列 入

“实体清单”实施制裁，并借机
污蔑抹黑中国的治疆政策，粗
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新闻发言人表示，新疆事
务纯属中国内政，事关中国主
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在涉疆
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最有发言权，不容任何国家和
外部势力干预。事实证明，中
国的一系列治疆政策和举措深
得各族人民拥护，并已经取得
了显著成效。当前，新疆经济
发展势头良好，各民族和谐相
处，社会稳定，已经三年未发
生恐怖袭击事件，这是有目共
睹的。

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强
烈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在涉疆问
题上说三道四，停止干涉中国
内政的错误行径，尽快将相关
中国实体移出“实体清单”。中
方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
决维护中方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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