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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财政局通报财政预算制度改革情况

22001155年年市市级级““三三公公经经费费””预预算算已已对对外外公公开开
本报聊城5月28日讯 (记者

张跃峰) 在28日上午召开的
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聊城
市财政局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新

《预算法》对外通报了推进财政
预算制度改革的情况。据介绍，
目前已经公开了2015年财政预
算报告及附表，公开了2015年市
级“三公经费”预算及市财政局
部门预算，同时，对财政政策、财
政工作、工作流程等也进行了公
开。

据聊城市财政局副局长邓
丽介绍，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
新《预算法》自2015年1月1日起
施行，在预算管理诸多方面取得
了重大突破。按照相关要求，全
市62个市直部门于2014年10月
10日在各自门户网站同步公开
了2 0 1 4年部门预算、“三公经
费”预算和2013年财政决算报
表。聊城市财政局公开了聊城
市201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5年财政预算的报告、2014
年聊城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表、支出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支表及市本级“三公经费”预算
支出表，2013年全市财政决算
报表。

今年按照新《预算法》规定，
目前已经公开了2015年财政预
算报告及附表，公开了2015年市
级“三公经费”预算及市财政局
部门预算，同时，对财政政策、财
政工作、工作流程等也进行了公
开。

接下来还将加快建立透明
预算制度，加大公开力度，今年
聊城市继续公开政府预决算，所
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也都将
公开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
预决算。部门预算以部门为主
体，进一步公开到支出功能分类
的项级科目，公开更加细化。完
善“全口径”政府预算体系，特别
是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

公共预算统筹力度，加大一般公
共预算内部各项资金之间的统
筹力度，加大财政资金与单位自
有资金协调力度，统一资金管理
办法和分配方式，构建政府财力
综合运筹机制。健全预算管理与
资产管理统筹协调机制，完善资
产配置计划管理制度，加大资产
统筹调配力度。

健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长
效机制，严格控制“三公”经费、
会议费、培训费等一般性开支，
确保将厉行节约各项规定落到
实处。着力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加快构建“花钱必问效，无效必
问责”的机制。加大盘活存量资
金力度，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
高资金拨付效率。创新财政支持
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大力推广
政府购买服务，健全相关制度办
法，努力培育多元化的公共服务
供给主体，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和效率。

昌润·莲城作为聊城高标准、
高品质的典范湖居房，瑞荷园7#、
9#楼自4月26日开盘以来受到广
大购房者的亲睐，持续热销。开盘
至今一个月已经热销50%，继红四
月之后，又入红五月，仅余房源，逐
日递减，日渐稀缺！

今天，小编带大家看看昌润·
莲城是如何做到一个月去化50%，
解密热销的缘由。

解密一：区域篇——— 双城交汇
动静生活共享

聊城主城区与经济开发区的
交汇地带，区域位置优越，交通便
利。项目南侧紧靠聊城文化活动中
心，集文化、教育、休闲、娱乐、旅游

等功能于一体。项目东侧为聊城市
重点工程徒骇河风景区的核心部
分——— 千亩莲湖，坐拥千亩莲湖推
窗见景，悠长沿河丽景、壮阔湖面，
让人身处繁华尽享湖居之美。

解密二：价格篇——— 4566元/
㎡起 入住湖居美宅

瑞荷园7#、9#楼于4月26日开
盘入市，开盘当天置业即享六重优
惠，更是惊爆抄底起价4566元/平
米，双城核心交界地带，房源实际
成交均价5100—5200元/平米，价
格定位理性务实，临湖美宅综合性
价比较高，开盘当天人气火爆。截
至目前瑞荷园房源入市一个月时
间，96—142平米舒适两房、奢阔三

居房源关注热度不减，持续畅销。
解密三：配套篇——— 全能配套

定制宜居生活
真正的宜居生活，从来不只是

一处优美的居住环境，还需拥有全
能的生活配套。昌润·莲城瑞荷园，
紧邻聊城文化活动中心，东西振
华、金鼎商圈尽享一城繁华。除此
之外，二星级绿色社区，顶级园林、
公园级园林绿化；顶级学区，滨河
实验、东昌路小学分布周围，签约
国内顶级幼教品牌——— 北京银座
双语幼儿园；小区内5万平米风情
商业，社区私塾下沉式商业广场等
各项配套，全面匹配您对生活的要
求，为您量身定制宜居生活。

解密四：品质篇——— 强强联合
联手打造臻品

全市首家通过住建部认证的
二星级绿色建筑，项目聘请世界
著名景观设计公司进行精心雕
琢，巧妙利用社区内3 . 2米的地
势高差，将“坡地景观园林”的概
念融入到社区中；聘请全国顶级
设计院对户型进行精心设计，打
造最舒适、人性化的居住空间；
五百强企业江苏南通二建承包
建设，更是保证了工程质量；全
国知名物业天马物业全程指导，
做到最安全、最贴心的社区物业
服务。强强联手的背后，是建筑
本 身 至 臻 至 善 的 综 合 品 质 ，昌

润·莲城瑞荷园，打造聊城最高
端的人文社区。

这么多优势集于一身，房子怎
能不热销。瑞荷园7#、9#号楼以96
㎡舒适两居、110-142㎡的紧凑和
舒适三居为主，均为市场上畅销户
型。其中112㎡左右三室两厅两卫
几近售罄，仅高层的少数房源有所
剩余。您不想坐拥徒骇河畔的稀臻
房源吗？心动不如行动，昌润?莲城
项目中心等您来约！

现在购房更有5重钜惠：交
10000抵25000，按揭9 . 7折，一次性
付款9 . 6折，按时签约再享9 . 9折。
还在犹豫什么？限时钜惠，错过难
再寻！

解解密密昌昌润润··莲莲城城【【瑞瑞荷荷园园】】如如何何做做到到开开盘盘热热销销5500%%

为帮助贫困儿童有书读，有衣穿，近期，农行高唐县支行
开展了“献爱心，送温暖”爱心捐助活动。辖内员工积极响应，
踊跃捐赠物资，短短3天时间累计向聊城市春雨助学协会捐
赠衣物216件，书籍136本。此项活动得到支行领导的大力支
持，同时得到聊城市春雨助学协会工作人员的充分肯定，取
得良好效果。

殷冰冰 李睿

农行高唐县支行

“献爱心，送温暖”捐助贫困儿童

农行高唐县支行认真开展“职工之家”建设，全力打造
“幸福家园”工程，让支行工会真正成为职工之家。经县、市、
省各级工会严格推荐评选，2015年5月，高唐县支行工会被山
东省总工会授予“山东省模范职工之家”荣誉称号。

郭立波 李睿

农行高唐县支行工会获

“山东省模范职工之家”荣誉称号

近日，农行冠县支行组织青年员工在辖内开展“便民服
务零币兑换”活动。兑换过程中，该行员工积极发放宣传折
页，耐心为公众讲解残缺人民币兑换及人民币反假相关知
识，取得良好效果。

张君泉 李睿

农行冠县支行开展

“便民服务零币兑换”活动

聊城农行相蒿生同志获2015“劳动最光荣”
庆五一名家书画作品展金奖

为增强员工消防安全意识，
杜绝火灾事故发生，确保农行平
安、员工幸福。近日农行茌平县支
行举办消防知识培训，邀请聊城
市消防宣传员为全行员工上了一
堂生动、严肃的消防知识培训课。

结合近几年发生的几起典型
火灾案例，消防宣传员详细地讲
解了发生火灾时如何组织人员疏
散、逃生，如何自救以及灭火器、

室内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正确使
用。随后，在消防宣传员的指导
下，部分员工熟悉了灭火器、灭火
毯、防烟面具等消防设备的使用。

通过此次培训演练，进一步
提高了全行员工的消防意识，增
强了突发应变能力和自我防护
能力，为创建“平安农行”奠定了
基础。

刘涉 于运祥 李睿

消防培训走进银行 防火知识牢记心中
——— 茌平县支行举办消防知识培训

近期，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
2015“劳动最光荣”庆五一名家书
画作品展活动中，聊城农行相蒿
生同志的书法作品荣获金奖。

李光军 李睿

根据邓丽通报的信息，2015年
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计划的最后
一年，全市财政部门将坚持稳中
求进、改革创新，继续贯彻落实积
极的财政政策，着力支持转方式、
调结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断
增强财政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
生中的作用和能力。

2015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安排173 . 4亿元，同比

增长11 . 0%；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安排297 . 0亿元，同比增长
5 . 8%。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安
排5 . 65亿元，同比仅增长2 . 57%；
教育支出安排5 . 44亿元，同比增
长23 . 54%；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安排2 . 19亿元，同比增长11 . 67%；
农林水事务支出安排4 . 17亿元，
同比增长10 . 3 3%。体现了保重
点、压一般的原则。截至今年4月

底，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 4 . 3 6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30 . 93%，同比增长8 . 54%。从收入
结构上看，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
重为68 . 39%。财政支出累计完成
73 . 01亿元，完成年度预算24 . 8%，
同比增长7 . 1%。在经济下行压力
比较大的情况下，预算执行情况
良好。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173 . 4亿元

相关延伸

本报聊城5月28日讯 (记者
王瑞超)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

行聊城中支获悉，金融消费权益
保护信息管理系统29日起试运
行，至6月20日试运行结束。

据了解，该系统具有综合信
息管理、咨询投诉、监管监察、评
估管理、金融消费者教育、案例
管理、国际交流、普惠金融、汇总

统计、系统管理等功能。人民银
行通过业务网访问系统，金融机
构通过网间互联平台登录金融
消费服务基础平台访问系统。

据介绍，系统的上线使得
投诉处理更加规范化，投诉处
理过程更加透明化，同时可以
督促金融机构处理投诉更及
时，关键可以使消费者权益得

到更好保障。
聊城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协会秘书长陈广福表示，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信息管理系统是由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发，这表明
从国家层面的监管部门高度重
视消费者权益的维护，这对金融
消费权益保护协会的规范化、长
足发展意义重大。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信息管理系统今起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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