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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财政工作会议召开 将制定向雄安新区疏解企业“税收分享”
机制

今年财政支出强度加大 力补民生短板
昨天，北京市财政工作会议召开，市
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吴素芳作工作报
告，总结 2018 年全市财政工作的同时，也
分 析 研 判 形 势 ，并 研 究 部 署 2019 年 工
作。据吴素芳介绍，北京财政在过“紧日
子”的总体思想下，今年还将加大财政支
出强度，政府投资强度不减，以保障民生
重点领域。此外，北京还将配合中央研究
制定在京企业向雄安新区疏解的企业税
收分享机制。

去年全市税收同比
提高 0.1 个百分点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

计完成 5785.9 亿元，
圆满完成年初人代会
确定的 6.5%收入预期目标。财政收入规
模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同时，财政收入质量
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全市税收收入占比达
86.2%，比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在全国
位居前列。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175.9 亿元，
增长 9.7%，为本市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提
供了有力保障，
包括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
城市副中心建设、
“ 三城一区”、中轴线申
遗、蓝天保卫战、冬奥会和世园会筹办、美
丽乡村、大数据行动计划、疏解整治促提
升、
“回天”
计划、
城南行动、
对口援建、
为民
办实事等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中心工作。

今年政府投资强度不减
重点确保民生支出

对于今年全市财政工作的安排，吴素
芳强调，
将不折不扣落实国家各项减税降费
政策，
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
大幅度增
加利用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主要用于重大在
建工程和民生补短板项目。此外，
还将加大
财政支出强度，
政府投资强度不减，
保障民
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完善促进消费升级的
财政政策措施，
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财政收入方面，则将强化收入调度管
理，确保一季度实现开门红。巩固好金融
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传统支柱税源，
留住总部企业税源。此外，还将配合中央

研究制定在京企业向雄安新区疏解的企
业税收分享机制。
财政支出方面，将牢固树立过“紧日
子”的思想，严控行政成本，从严安排“三
公”经费预算，加强财政资金统筹，优化支
出结构，加强年度间、三本预算间、市区间
资金综合调度，全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
战，保障北京冬奥会、世园会和 70 周年国
庆等重点活动。在兜住“三保”底线的同
时，
着力清理规范过度保障的支出政策。

遏制政府隐性债务增量
守住金融安全运行底线
“今年还将发挥财政调控引导作用，

推动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规范推进
PPP 模式发展，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运
用 PPP 模 式 。 充 分 发 挥 政 府 引 导 基 金
‘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撬动作用，以拉动
民间投资”，吴素芳表示，今年将完善支
持创新和绿色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加
大高精尖和中小企业的采购力度，完善
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政策体系，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
积极防范化解风险，筑牢财政金融安
全运行底线，也是 2019 年本市财政重点
工作之一。
据悉，为完善财政制度体系，今年本
市还将研究出台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意见。
文/本报记者 林艳

文保

圆明园受赠 8 件清代石刻

世园会倒计时

市总工会搬迁时发现 包含石座 1 件 石狮 2 只等文物

本报讯（记者 王斌）1 月 18 日，市总
工会与圆明园管理处签署文物捐赠协议，
将市总工会在搬迁期间发现的 8 件清代
石刻文物，
捐赠给圆明园收藏。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多年来，台
基厂三条 3 号院一直是北京市总工会的
办公所在地。
“去年年底，
根据市委市政府
安排，
市总工会机关向城市副中心整体搬
迁，筹备搬迁过程中，我们发现机关院里
有两只石狮子、一套 5 件石刻桌凳和一个
石座，疑似是圆明园的流散文物，我们立
即与圆明园管理处沟通联系。”市总工会
机关事务管理处处长郭峰介绍。
去年 12 月，圆明园管理处邀请市文
物局专家现场鉴定。经鉴定，其中 8 件石
刻为清代文物，包含石座 1 件、石狮 2 只、
露陈墩 1 件、石绣墩 4 件，
其余 4 件为仿制
品石鼓墩，它们均是园林中的配套陈设，
但并非圆明园流散文物。
“我们希望它们
有更好的保存环境，
所以想主动捐赠给专
业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
请专业机构收藏
并开展研究，
也希望能让更多公众欣赏到
这些文物。
”
郭峰说。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刘卫东
介绍，虽然此次捐赠的文物不属于圆明
园的流散文物范围，但捐赠的石刻文物
风格与圆明园中现存石刻风格近似，与
石构建筑、园林环境十分协调，
“ 摆放在
圆明园展览是非常合适的选择，两者之
间没有违和感。”
市总工会搬迁前的办公地，是东交
民巷使馆建筑群中的法国兵营旧址。专
家推测，这些石刻文物可能是清末外国
军队从其他王府、庄园搬运过来的。
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李向阳表示，
对
于此次捐赠的文物，
圆明园将进行妥善保
护和进一步研究，
了解清代石刻文物文化，
并适时面向游客展出。

世园会志愿者
招募启动
本报讯（记者 赵婷婷）2019 北京世园
会志愿者社会招募昨日全面启动。北京
世园会会期将招募 2 万名志愿者参与园
区运行和游客服务。
据北京世园局志愿者管理部部长代
兵介绍，北京世园会志愿者招募将按照
“定向招募为主，公开招募为辅”的方式进
行。根据会时运行需求，园区共需要三类
志愿者。一类是骨干志愿者，要求具有较
强的工作热情和组织管理能力；一类是专
业志愿者，从事贵宾接待、参展者服务等
专业性工作；还有一类是通用志愿者,从
事秩序引导、咨询等辅助性工作。
申 请 人 可 从 志 愿 北 京 网 站（www.
bv2008.cn）、
“志愿北京”
微信公众号、
“青
春北京”微信公众号和 2019 北京世园会
官方网站在线申报，不接受线下报名。另
外，
北京世园会个人票销售也正式启动，
游
客可通过北京世园会签约线上代理商遨游
网及其合作伙伴携程网下单购票。
北京世园会个人票分为平日票、指定
日票、三次票和全程票，同时对部分人群
还提供优惠票。其中，指定日包括开园日
以及“五一”、端午、中秋、
“ 十一”等假期，
票价 160 元。其余时间为平日，票价为
120 元。

街镇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经专家鉴定，
2 只石狮为清代文物

公益

两千人报名本报和携程联合发起的春节公益活动

十个幸运家庭尝鲜
“反向过年”
本报讯（记者 赵婷婷）由《北京青年
报》和携程旅行联合发起的“反方向的路
最圆满的家”大型主题公益行动 18 日落
下帷幕。这个旨在帮助春节难以返乡的
岗位坚守者和家人团圆的活动，引起了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近 2000 人报名参与其
中，最终有十个家庭获得了由携程旅行提
供的
“团圆基金”。春节期间，这十个家庭
将在北京尝鲜
“反向过年”。此外，还有十
位参与者获得了携程提供的礼品卡。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维护人员、大
兴国际机场建设者、连轴加班的普通白

领……活动的报名者都是这样的普通劳
动者，他们的身影遍布北京各行各业。
他们可能不善言语，但说的每一句话都
是发自肺腑，让人感受到了最真挚的情
感；他们或许没有远大的理想，但却用自
己脚踏实地的行动，践行了自己对岗位
的责任和坚守。
今年春节，最终入选的十个幸运家
庭可以借助此次公益活动来京和亲人团
圆。他们也成为今年春节期间北上广等
一线城市流行的“反向团圆”的尝鲜体验
者。进入腊月，2019 年春节已近在眼前，

春运抢票大战也日趋“白热化”。然而，
返乡车票的“一票难求”以及昂贵的机
票，使选择“反向春运”的人群大幅增加，
“反向团圆”在北京等一线城市悄然兴起
并有蔚然成风的态势。
“反向团圆”
是指年轻人选择将老家的
父母和孩子接来自己工作的城市过年，在
春节后再返回老家。选择反向过年，不仅
可以实现团圆过节，而且能省下不少费
用。携程预订数据显示，
除夕前一周，
北上
广深等一线城市飞往哈尔滨、成都、西安、
郑州等热门目的地的多数热门时段航班已

恢复全价。与之相比，同一时段，
“反向春
运”的航线机票价格堪称“白菜价”，最低
1.2 折起，有的甚至比高铁票还便宜，且票
源非常充足。
比如，除夕前一周，哈尔滨飞北京机
票低至 1.3 折，最低价仅为 180 元，比高铁
票便宜约 126 元；重庆飞深圳机票最低价
为 190 元，相当于打 1.2 折，比高铁票便宜
629 元。这些数据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
么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及杭州、南京等
地会成为今年春节“反向春运”的热门目
的地。

北京德育榜样校巡礼

上地实验小学打造
“魔方模型”
课
两大模块、十项学生
“灵善素养”培养
指标；借助“魔方模型”构建学校课程，以
课程育人；学生通过自主讨论细化班级岗
位，小学生志愿者遍布天下……作为全市
的德育榜样校，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对小
学生的德育培养，
蕴藏
“智慧”
。

借助
“魔方模型”
研发学生课程
“上善若水 地灵人杰”
，
以这八个字作
为学校校训的上地实验小学，
近年来逐渐形
成并确立了一套可以由低、
中、
高段相互衔
接，共两个模块、十项指标的学生
“灵善素
养”
培养体系。两大模块分别为：
善和慧，
善
又涉及五项指标：
仁、
礼、
诚、
勤、
纪，
意为：
讲

仁爱、
明礼仪、
有诚信、
知勤俭、
守法纪；
慧，
则包括健、
趣、
读、
思、
科五项指标，
意为：
身
心健、
兴趣广、
喜阅读、
勤思考、
爱科学。
以这十大独创的德育指标作为课程
“指航灯”，上地实验小学构建起“灵善课
程”
，并借助
“魔方模型”
为基本原型开发，
即内容变化多样、结构清晰稳定。如在基
础课程构建方面，学校甚至将写字课列入
基础课程的
“常规动作”
。

校内教职员工向学生
“发放”
岗位
除了以特色
“灵善课程”育人之外，上
地实验小学对于小学生自主管理的“智
慧”
培养，
也成为这所学校的德育亮点。

“学生通过自主讨论细化班级岗位，
班级志愿者自愿认领班级责任岗”，据上
地实验小学相关负责老师介绍，除了对班
级岗位的开放性设置之外，每个学期，校
内所有教职员工根据需求可以发放学生
可以胜任的特色岗位，如：打扫专业教室、
准备教具、维护校园轧板等，供学生自愿
认领，
自行组成志愿服务小队等等。
除此之外，学校还设有高年级与低
年级互助的志愿者，高年级小志愿者协
助对口班级管理早读、广播、板报、卫生、
阅读等方面。学校另设有校园服务志愿
者，如卫生监察、年级巡视、礼仪服务等
项目，也有效地保障学生自主管理工作
的有效运转。

打造小学生
“全媒体”
对于学生德育榜样的奖励，
上地实验小
学也形成了一套完善而有效的制度。班级
里，
每月通过学生自主申报、
组织竞选的方
式评选灵善小明星，
并最终推选出年度
“上
地美德少年”
；
学校里，
少先队大队开设
“积
分银行”
，
每天中午开设服务窗口，
给小志愿
者进行积分积累，
并定期进行积分兑换。
此外，通过打造学生的“全媒体”力
量，进一步传播德育榜样，也成为一个妙
招。据悉，上地实验小学目前已借由学校
“红通社”力量，开设红领巾编辑部、广播
站、
电视台三个媒体社团。
文/本报记者 林艳

海淀首个街镇
城市管理小程序上线
本报讯（记者 王斌）海淀区东升镇
城市管理微信端大众化参与平台昨日
正式上线，这也是海淀区首个利用“ 小
程序”这一新媒体手段，介入城市管理
工作的街镇。东升镇副镇长宋强向记
者表示：
“ 我们希望通过城市管理智慧
化解决方案，让辖区的每个居民都能成
为指挥中心的网格员。”
东升镇辖区目前已经成为海淀区
高科技创新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去 年 下 半 年 起 ，乡 政 府 开 始“ 小 程 序 ”
的研发工作，通过“智慧城市”的方式来
解决城市管理中的实际困难，并于新年
后 正 式 上 线 运 营 。 在 试 运 行 阶 段 ，由
于辖区居民能够顺畅地利用平台同指
挥中心完成“互动”，东升镇居民向北京
市以及海淀区非紧急救助热线反映城
市管理问题的数量已经同比下降
20%-30%。
据了解，未来居民通过平台反映的
问题，一般性小问题将力争当天解决；
难度较大但属于东升镇内部管辖的问
题将在三至四天内解决；需要区级相关
部门配合才能解决的问题将在一周左
右 解 决 ；需 要 更 高 层 级 部 门 协 调 的 问
题，东升镇方面将启用“吹哨”机制，通
过部门报到方式解决居民问题。

下载北京头条 App
让现在告诉未来
主编/朱冬松 编辑/季飞 美编/左小榕 责校/李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