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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从三方面加大2017年市级政府决算公开力度细化教育费附加收入等子项此外—
——

财政绩效评价报告首次公开
本 报 讯（记者 张 丽）按照《预算
法》《北京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 等要
求，昨天，市财政局公开了经市人大常
委会审议通过的 2017 年市级政府决
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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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决算报表体系
细化公开项目内容
丰富决算报表体系方面，在
2016 年的基础上， 新增市级基本建
设支出执行情况等报表，2017 年政
府决算公开报表达到 20 张； 细化公
开内容。 在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
算情况表中，在非税收入中的“专项
收入”下细化了地方教育附加、教育
费附加收入、教育资金、农田水利建
设资金等 4 个子项，并附相关说明一
并公开； 首次公开财政绩效评价报

美丽
乡愁

告。在《关于 2017 年预算绩效管理有
关情况的说明》中新增公开市财政局
对市旅游发展委、市规土委等部门的
“北京旅游网 2017 年内容建设与运
营推广”“北京市地理国情常态化监
测”“北京市惠民低票价演出补贴”以
及“绿色建筑”4 个预算项目（政策）
的财政绩效评价报告。
市财政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韩
杰表示， 政府决算综合反映了年度政
府预算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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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税收入中细化了地方教育附
加、教育费附加收入、教育资金、农田
水利建设资金等 4 个子项。 对此，韩
杰告诉记者， 财政收入是经济运行的
客观反映， 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两
部分组成。 本市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
占 比 较 高 ，2017 年 税 收 收 入 占 比
86.1%，居全国前列，反映了北京市财
政收入的高质量。 随着公众对非税收
入的关注度逐步提高， 市财政局也逐
步加大了非税收入公开力度。
今年细化公开了大家关注程度
较高的非税收入专项收入中的地方
教育附加、教育费附加、教育资金、农
田水利建设资金等 4 个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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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控三公经费支出
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报告显示，2017 年本市市级“三
公” 经费支出比年初预算减少近三
成。 韩杰称，近年来，本市严格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约法三章”、 厉行
勤俭节约工作要求， 始终坚持严控
“三公”经费支出，努力降低行政运行
成本，从预算编制、执行、动态监控三
方面加强管理。
下一步，市财政局将“三公”经费
管理与经济分类科目改革等预算工作
紧密结合，完善加强“三公”经费等一
般性支出管理的制度机制， 推动“三
公”经费在预算编制、执行和决算环节
全过程、链条式管理，进一步提高本市
“
三公”经费规范化管理水平。

600余老物件
“住”进陈列室

本 报 讯（记者 武 玉 姗）大兴区礼
贤镇王庄村的乡情村史陈列室内，摆
放着耙、犁、鞍子等各类农具，一走进
来， 便会感受到浓厚的耕织文化扑面
而来。 记者了解到，这些物件都是村民
捐赠，在屋内还陈列着鲁班凳、插屏坐
镜等老物件，王庄村将乡愁“装”进了
乡情村史陈列室。
乡情村史陈列室负责人郑俊华介
绍说， 为传递村落文化， 记述乡土风
貌， 续接耕织情缘， 王庄村举全村之
力，筹建了自己的乡情村史陈列室，并
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揭牌。 她告诉记
者，在陈列室成立前，村两委向住在村
内外的王庄人氏发出义捐老物件的倡
议之后，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收到
了 600 余件物品， 大部分是以前的生
产生活用具。
陈列室坐落在王庄村正街北侧的
一处民房里，占地 2 套农家院，约 700
平方米。 站在王庄村乡情村史陈列室
的门口， 向东望去可以看到笔直的道
路通向村庄的东大门， 一座座房子规

整地沿道路排列。 在其中一间屋内，记
者看到了一个沙盘，记者了解到，村庄
内有 13 排民居，14 条横向路，5 条纵
向路，横平竖直，自称规范。 说到王庄
村的排子房，郑俊华告诉记者，排子房
的建成同时也形成了王庄村远近闻
名，自成格局的
“王”字形街道。 俯瞰的
话，就是规规整整 18 个坐北朝南大大
的“王”字，“这也巧妙地扣合了村名的
这个‘
王’字。 ”郑俊华说。
走进每一间屋子， 都摆放着不同
的老物件。 在其中的一间屋子内，记者
看到了一个灶台，一侧还有风箱。 据介
绍， 以前农村家家户户灶房里都有用
砖砌成的锅灶，旁边放着一个风箱。 锅
里填好水以后， 点燃柴火放进锅灶口
里面，右手拉风箱，左手添柴火。
此外，记者在陈列室看到，手摇纺
车、袜板、黑漆底嵌百宝八仙祝寿中堂
挂屏等物件也颇具年代感。 据介绍，陈
列室中的这套挂屏展现的是一幅八仙
仰面迎接老寿星光临的生动画卷，表
达了祈望老人长寿安康的祝愿。

陈列室的一间房屋内，摆放着灶台、风箱等老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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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14亿1022个社区服务用房年内建成
本 报 讯（记者 蒲 长 廷）一站式服
务大厅、会议室、活动室、阅读室、书画
室……社区作为城市管理中的最小单
元，承载着大量的民生服务功能，而它
的这些功能则需要相应的空间配套来
实现。今年年底前，由市政府固定资产
投资 14.05 亿元的 1022 个社区服务
规范化建设任务全部完成。
据了解，目前，北京共有 3000 多
个社区，因社区人口分布不均匀，社
区服务用房也大小不一。 其中有些
社区由于条件限制， 活动空间比较
小， 无法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多样性
需求。
据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为加强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提升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本市曾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实现
社 区 服 务 用 房 达 到 350 平 方 米 目
标， 即每个社区的服务用房应不少
于 350 平方米， 功能设置符合社区
党群工作和居民生活服务需要。 为
此， 市发改委于 2009 年、2010 年、
2015 年分三批批复 1022 个社区规
范化建设项目， 支持社区服务用房
项目建设。
据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三批 1022 个社区用房规范化建
设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完工。
其中， 第一批和第二批获市政府固定
资产投资支持 12.3 亿元， 第三批获
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支持 1.75 亿元。

项目建成后， 将充分发挥社区居
委会在“大城市病”治理中的作用，提
升城市精细化、专业化管理水平，为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
支撑，让社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进一
步增强。

释疑

建成项目长啥样？
据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目前顺义区已经建成石园东区社
区服务站和五里仓第一社区居委会。
从外观上看， 顺义区在建设社区服务
用房时专门针对各社区传统特色进行

设计，既有这种红漆灰瓦、古色古香的
风格，也有这种配色与社区整体一致，
并配套无障碍设施的现代范儿。
从功能上看， 这些社区服务用房
充分满足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群团
组织开展工作、组织活动的需求。小会
议室里装备齐全，配有投影设备，方便
开展党建、志愿、工会等各类活动。 同
时 ，也 为 社 区 居 民 日 常 休 闲 、娱 乐 、交
流、活动提供了场地。
此外， 特别提出的是提供了阅读
空 间 ，安 放 了 近 10 个 书 柜 ，还 在 书 桌
上摆放了绿植， 营造了良好的读书环
境。 综合活动空间里文化气息扑面而
来，居民既可以进行书画切磋，还能开
展各种手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