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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20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 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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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今年上半年，全市常住人口达到 2168.9 万人，增长 1.6%，同比回落 0.5 个百分点，新增常住人口 17.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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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比减少 5.5 万人。下半年，出台居住证制度，稳妥推进积分落户政策。
在调整疏解方面，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城市学院等市属高校疏解方案已经确定。

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要点下半年出台

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转移

北京工商大学等高校疏解方案确定

本报讯（记者 李泽伟）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昨
天上午召开第 20 次会议，市发改委主任卢彦作《关
于北京市 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
执行情况的报告》，
上半年全市常住人口 2168.9 万，
新增人数同比减少 5.5 万人，实现增速和增量双
降。上半年全市关停退出 185 家一般制造和污染
企业，退出 60 家市场。下半年，2015—2017 年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要点将出台。

体化进程；投入 1.2 亿元，支持张家口坝上地区 122
万亩防护林更新改造和张承地区生态水源保护林
建设项目；投入 10 亿元，支持设立北京京冀协同发
展产业投资基金，设立曹妃甸发展基金，推动非首
都功能疏解和多地协同发展。

关于调整疏解
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转移
调整疏解工作是目前北京市的一项重点工作，
卢彦在报告中提到，上半年关停退出 185 家一般制
造和污染企业，退出金五星服装市场、西直河石材
市场等市场 60 家，改造提升 10 家。本市还认真研
究制定有序推动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转
移的方案，市行政副中心年度建设任务加快推动，
核心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造提升行动计划扎
实推进。
高校外迁方面，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北
京城市学院等市属高校疏解方案已确定，城市学院
5000名新生将在顺义新址入学，
北京外事学校等
4所职业学校整合迁移至昌平区的工作已启动。
此外，天坛医院迁建工程已
经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儿童
医院、朝阳医院等近
50 家医疗机构与河
北 60 多家三级医院
开展了多种形式
的合作。

关于京津冀
京津冀协同发展细则下半年出台
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下半年依然是本市的一项
重点工作，本市将全力抓好严控增量、有序疏解存
量等 33 项任务落实。同时，本市 2015—2017 年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要点将出台。对于这一重
要文件的出台时间，卢彦表示，
“ 很快，近两月应该
会出台”
。
报告指出，
目前，
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公司人员
和资本金落实到位，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已经上
报，
京唐等4条城际铁路前期工作加紧进行。天津滨
海—中关村科技园共建方案制定完成，奇虎 360 等
11个企业及高校院所的项目落户天津滨海新区。北
京新机场征地拆迁工作全面启动，
将于8月底完成。
北京青年报记者还了解到，五年内本市统筹资
金 100 亿元设立京冀协同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今
年在重点项目投入上，投入 36.5 亿元，支持新机场
建设征地拆迁和京台高速公路建设，推进京津冀一

关于人口调控
下半年推进积分落户政策

这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经济和社
会发展状况自然是重点。报告指出，全市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1.1 万亿元，增长 7%。城镇登记失业率保
持 在 1.41%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保 持 稳 定 ，累 计 上 涨
1.5%。报告认为，本市经济运行平稳，效益质量持
续向好。社会发展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市常住人
口达到 2168.9 万人，增长 1.6%，同比回落 0.5 个百
分点，新增常住人口 17.3 万人，同比减少 5.5 万人，
实现增速和增量双降。
虽然人口涨幅在放缓，但报告提到，本
市人口规模调控和布局调整面临双重
压力。卢彦表示，京津冀协同发
展规划纲要明确
“到 2020 年全市
常住人口力争控制在 2300 万人
以内，
其中城六区常住人口在
2014 年基础上每年降低 2-3

通州实施 82 项
年度重大功能提升项目

亮点

上半年 PM2.5
累计浓度同比降 15%

在下半年的规划中，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
栏中，报告突出提到了通州的发展。本市下半
年将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规划建设，
实现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城市建设
等四大领域 82 项年度重大功能提升项目，提高
承载能力。同时，统筹中心城区腾退空间利
用，主要用于服务保障首都核心功能、改善居
民生活条件、加强生态环境建
设、
增加公共服务设施以及适量
置 换 成 聚 人 少 的“ 高 精
尖”
业态。

上半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84 项重点任务加快
推进。上半年 PM2.5 累计浓度同比下降 15.2%，二
氧化硫、二氧化氮累计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41.3%和
14.5%，空气质量一级(优)天数同比增加 7 天，空气
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 9 天。
下半年，本市将编制发布《加快推进首都生态
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确保完成 84 项大气治理年
度重点任务，全面建成东北热电中心，还将建成延
庆综合垃圾处理厂等工程设施。本市还将加紧出
台《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5 年
版）》及实施细则，
全市范围内新增产业禁限行业占
国民经济行业小类比例由 32%提高到 79%。此外，
下半年将出台挥发性有机物排污费征收方
案，
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治理。

个百分点，争取到 2020 年下降 15 个百分点左右。”
比照纲要要求，
上半年全市人口调控成果还有差距，
功能疏解对人口疏解的带动作用还有待提升。对
此，卢彦指出，下半年将严格控制人口规模，落实年
度人口规模调控工作要点 33 条措施。强化区县和
部门双调控机制，
严格依法管理，
确保完成年度控制
目标。同时，研究制定城六区人口调控的政策和制
度,努力早见成效。出台居住证制度，
稳妥推进积分
落户政策。

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
下半年本市将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
改革，
探索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水平正常增
长机制。民生方面，
本市下半年将推进居民阶
梯气价改革。
本市下半年将出台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实施
方法，
建成40个养老照料中心。推动优质教育
医疗资源辐射和共享，
实现三年新建、
改扩建
200所中小学目标，
落实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
缓解入园难问题。出台深化城市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采取多种措施
鼓励社会办医。加快推进昌平、
通州和
房山区域医疗中心二期建设，
促
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机场线前期项目
力争年底开工
交通方面，下半年本市将争取国家尽快批
复轨道交通 2020 年版建设规划，力争轨道交通
新机场线等前期项目年底开工，加快建设 S1 等
工程，竣工 14 号线中段和昌平线二期。
道路方面，
广渠路二期等在建项目将在今年
按计划竣工投用。推动驻车换乘（P+R）停车场
建设,推进自行车和步行系统建设。下大力气治
理停车乱、停车难、坚决整治黑停车场、私设地
桩、
违规占道等行为，
多措并举缓解停车矛盾。
本组文/本报记者 李泽伟

昨天，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20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北京市 2014 年决算草案报告、2015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去年市级“三公”经费支出共计 8.2 亿元，比当年预算下降 16.1%，下降幅度为历年之最。各分项经费与年初预算相比均呈大
之决算报告

幅下降趋势。但是仍有三个部门“三公”经费超出预算。
首度公开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总量 4243.7 亿元，收支实现平衡。

北京
“三公”
去年花费 8.2 亿
公务接待下降近六成 三个部门
“三公”
超预算

本报讯（记者 李天际）北京市 2014 年决算草
案报告显示，去年市级“三公”经费支出共计 8.2 亿
元，比当年预算下降 16.1%，下降幅度为历年之最，
但仍有三个部门“三公”超出预算。该决算草案报
告今天将由常委会表决批准。

经费支出
因公出国人均花 2.8 万元
市级“三公”经费支出首次出现在 2011 年 7 月
的市级决算草案报告中，
之后的 5 年，
“三公”
经费支
出呈现递减趋势。在昨日市财政局局长李颖津所
作的 2014 年市级决算草案报告中，
“ 三公”经费的
支出再创新低。
各分项看，因公出国（境）费用 1.2 亿元，比预算
1.6 亿元下降 24.1%。市财政局透露，去年，市级因

公出国（境）团组 1010 个，共 4236 人次，人均因公
出国（境）费用 2.8 万元。
公务接待费用 3000 万元，比预算数 7500 万
元下降 58.5%，这也是“三公”经费中降幅最大的一
项。去年，市级公务接待 23963 批次，公务接待
298230 人次。
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用 6.7 亿元，较 7.4
亿元的预算额度下降 10.1%。具体而言，公务用车
购置费 11536 万元，下降 11.9%，更新购置车辆 614
辆，车均购置费 18.8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5151 万元，下降 9.7%，包括公务用车加油 24647
万元，公务用车维修 15315 万元，公务用车保险
8930 万元，公务用车其他 6259 万元。来自市财政
局的数据，2014 年全市实有车辆 19646 辆，车均运
行维护费 2.8 万元。

分项项目
“三公”
支出项目细化

与预算比较
三个部门
“三公”
仍超预算

为何去年市级“三公”经费支出降幅最大？市
财政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韩杰解释说，去年北
京市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市委市政府关
于厉行勤俭节约的要求，严格控制行政事业单位
公务支出水平，因此各分项经费与年初预算相比
均呈大幅下降趋势。
韩杰还透露，去年的市级决算中，对公务接
待费的分项项目进行了细化，在上年说明主要接
待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接待批次和接待
人次，以便公众更详细了解接待费使用情况。此
外，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则细化为燃油、保险、维
修和其他等四项内容，使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
出更加透明。

韩杰透露，今年年初预算编制时严格按照“零
增长”的原则，编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明确
年度执行中原则上不予追加，强化公务用车分类管
理，暂停市级部门一般公务用车更新购置。同时，
调整公务接待费定额标准，将公务接待费提取比例
由原来的 2%调整为 1.5%。
不过，
2014 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计工作报告中显示，
3 个部门的
“三公”
经费支出超
年初预算 172.46 万元，
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超
预算128.71万元，
因公出国（境）费用超预算43.75万
元。对此，
韩杰称，
从全市总体执行情况看，
“三公”
支
出逐年下降，
但个别单位因整体开支与部门履职的职
能不同，
可能
“三公”
经费的增加有其合理的理由。

亮点

决算草案单独成册 社保基金首度公开
去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量 3303.2 亿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总量 1444.7 亿元，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支总量 59.8 亿元，首度公开的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收支总量 4243.7 亿元，
收支实现平衡。
北京青年报记者发现，决算草案单独编制成
册，决算草案后面增加了文字说明。对专项收入、
罚没收入等增减也做了分析。
另据北京市 2015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
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542.8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56.3%；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2368.4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50.1%。
特别是税收收入增速平稳，
个人所得税增长 23.6%，
完成 258 亿元，
保持了较高增幅。

行政经费增长 7.2 亿
行政经费涉及行政单位人员工资、津贴及奖

金、医疗费、住房补贴、福利费等多项支出。决算草
案显示，2014 年市级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事业单位）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维持机关运行
开支的行政经费合计 151.7 亿元，比 2013 年增加
7.2 亿元。
市财政局局长李颖津解释说，行政经费的增长
主要是取暖费等公用经费定额标准调整。此外，本
市增加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
院、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三中院等行政部门，也导致
行政经费增加。

算收入 2168.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3%；结转收入
2075.6 亿元。收入合计 4243.7 亿。在支出方面，
2014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606.8 亿元，
完成预算的 97.2%；结转下年使用 2636.9 亿元。支
出合计 4243.7 亿元。
李颖津表示，与向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告
的预算预计执行数相比，2014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收入增加 41.1 亿元，支出减少 4.3 亿元，主要
是经中央审定的决算数与市人力社保部门初步预
计数之间存在差异。

社保基金决算首度公开

121 部门 8 月中旬晒决算

去年市级决算草案报告首次在 2014 年政府决
算中增加了社会保险基金决算，实现“四本预算”的
决算情况全部提交人大审议监督。
决算草案显示，2014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

决算草案显示，此次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2014 年决算的市级部门数量，由 2013 年的 90 家，
增加到 121 家，为历年最多，公开决算的部门包括
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市财政局副局长韩杰称，按照新预算法的要
求，市财政局将在人大常委会批准决算报告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批复各部门的部门决算。各部门随
后在 20 个工作日之内向社会公开部门决算。由于
北京市的部门决算公开往往提前于规定的时间，今
年，除少数涉密部门外，北京市的 121 家部门将在 8
月中旬左右公开部门决算。届时，首都之窗网站将
专门开辟部门决算公开的专栏。
除了公开决算的范围扩大之外，各部门在公开
决算时，将增加《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以
反映财政拨款收入支出的总体情况。公务接待费
等也将进行细化，公开接待的批次和人次。而像人
员工资等内容，力争在部门决算公开时，做到按经
济分类公开基本支出。
本组文/本报记者 李天际
图示制作/潘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