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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本报烟台7月2日讯(记者 梁
莹莹 ) 7月2日上午，在烟台市
2020年“改革攻坚进行时”系列新
闻发布会(第二场)现场，烟台市
财政局局长李建平提道，市委、市
政府决定在年初预算压减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一般性支出压减
力度，用政府的“紧日子”让老百
姓过“好日子”。其中，对2020年预

算 安 排 的 差 旅 费 预 算 再 压 减
30%，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
待费再压减60%，对无法执行的
因公出国(境)费全部收回，非急
需非刚性支出再压减60%以上。

据李建平介绍，这个力度是
前所未有的，这样做主要基于两
方面原因考虑：一是大力压减一
般性支出是深入落实全国两会精
神和中央、省“政府过紧日子”要
求的具体举措。李克强总理在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

“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
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

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
出压减50%以上”。前不久，102个
中央部门公开预算，中央本级的
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了56%。
省级在严格落实年初压减政策基
础上，对差旅费再压减30%，对公
务接待费、会议费、培训费再压减
60%，对无法执行的因公出国(境)
费全部收回，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再压60%以上；并要求各市县要
参照省级做法，大力压减调整优
化支出结构，确保一般性支出可
压尽压、应压尽压。

二是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是

确保财政平稳运行的必然要求。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
蔓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大规模
减税降费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
烟台市财政经济形势异常严峻，
财政收支矛盾前所未有，是改革
开放以来最为困难的一年。1—6
月份，市本级完成财政收入12 . 4
亿元、财政支出79 . 9亿元，支出大
于收入67 . 5亿元，其中“三保”支
出占比达到60%左右，再加上保
障疫情防控、支持复工复产等新
增支出，完全挤占了今年市级财
政预算的调剂回旋空间。从当前

收支形势分析来看，全年市级财
力将远远低于年初预算安排，收
支缺口将进一步扩大。这迫切需
要政府部门“勒紧腰带、过紧日
子”，进一步加大一般性支出的压
减力度，刀刃向内、挖潜提效、节
用裕民。

据悉，挤出来的预算资金将
统筹用于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
落实“六稳”“六保三促”工作任
务、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和市委、市
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支出，真正
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
处，花出更大效益。

用政府的“紧日子”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烟台会议费公务接待费再压减60%

创意动漫八仙作品竞相角逐，百件作品等你来评

本报烟台7月2日讯(记者 张
菁) “创客蓬莱”蓬莱八仙动漫形
象设计暨“蓬莱吉祥物”征集设计
大赛作品征集阶段圆满落幕。接
下来，大赛将进入激烈的投票环
节。7月1日-7日期间，参赛作品将
进入线上展示和网络投票阶段，
市民可以下载“齐鲁壹点APP”或
关注“蓬莱文化和旅游局”微信公
众号，为您心仪的动漫八仙形象
及吉祥物作品投上一票。

据组委会统计，本次大赛共
收集到近千组作品，作品种类丰

富，创意多多，八仙设计不仅有漫
画、插画等形式，还有所有年龄层
都喜闻乐见的表情包，风格多变
的一组组“接地气”的八仙简直萌
化人心。经组委会严格筛选，最终
30件八仙动漫作品、71件吉祥物
设计作品入围投票环节。

投票结束后，将再选出部分
作品参与在线专家的评审，届时
专家对每一件入围的作品进行打
分。参赛者的最终成绩=专家评审
得分*70%+网络投票得分*30%。
根据排名前后，角逐最终奖项。

根据参赛要求，大赛奖项设
置两大类，第一类是蓬莱八仙动
漫设计类，专家评委将对作品进
行评选，分别评选出金奖一个、银
奖两个、铜奖3个，并给予5000元、
3000元、2000元的奖金奖励，颁发
证书；第二类面向参评的蓬莱吉
祥物设计类作品，根据参评要求，
评出金奖一个、银奖两个、铜奖三
个，并给予5000元、3000元、2000
元的奖金奖励。此外还将分别评
选出5个最佳网络人气奖以及优
秀奖和组织奖，颁发证书。

“创客蓬莱”蓬莱八仙动漫形
象设计暨“蓬莱吉祥物”征集设计
大赛由蓬莱市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烟台融媒
中心承办，旨在通过卡通时尚的
动漫，将传统八仙赋予主流文化
的新形象，使得八仙更加深入人
心。同时，根据蓬莱独特的地域文
化征集吉祥物设计稿，使社会高
度关注蓬莱文化旅游IP。自征集
作品以来，受到全国各地设计大
咖和漫迷们的关注，除了省内多
家高校学生及传媒公司踊跃参
赛，还吸引来自香港、内蒙古、甘

肃、福建、重庆等全国各地设计师
们参赛。更值得一提的是，大赛受
到了来自俄罗斯、日本、韩国等海
外国家漫迷们的高度关注，并纷
纷发来视频表达期待之情，预祝
大赛圆满成功。

近年来，蓬莱市大力弘扬和
普及蓬莱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通过深入挖掘八仙过海、海市蜃
楼等历史传说和文化资源，进一
步丰富了蓬莱作为“八仙过海”的
地方的历史文化内涵。蓬莱八仙
动漫形象设计暨“蓬莱吉祥物”征
集设计大赛，定会让蓬莱八仙走
进年轻人的世界，更好地传承与
弘扬八仙文化，也能让世界更了
解蓬莱，让蓬莱走向世界。

如果您也对动漫感兴趣，对
吉祥物设计有自己的审美和见
地，请下载“齐鲁壹点”和关注“蓬
莱文化和旅游局”微信公众号，为
您心仪的作品投上一票。
投票方式：

1 .下载“齐鲁壹点”手机客户
端(仅下载一次即可)，注册登录
后定位烟台频道，点击头图———
蓬莱八仙动漫形象设计暨“蓬莱

吉祥物”征集设计大赛，进行投票
(点击每个编号可查看完整作
品)。齐鲁壹点用户每人每天可投
30票，可以分别给多个作品投票，
亦可全部投给一幅作品。

2 .关注“蓬莱文化和旅游局”
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动漫”

“吉祥物”“大赛”“投票”，均可参
加大赛投票。用户关注“蓬莱文化
和旅游局”微信公众号后，每人可
为多组作品投票。

相关新闻

市财税改革攻坚实施方案出台

1—5月份，全市实现减税降费66 . 1亿元

新开办企业办理时限压减至1个工作日

烟台市流程再造改革列全省第一

本报烟台7月2日讯(记者
梁莹莹) 7月2日上午，烟台市
2020年“改革攻坚进行时”系列
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举行。发
布会现场，烟台市财政局局长
李建平通报了烟台市财税改革
推进有关情况。

烟台市财政部门牵头成
立财税改革攻坚专班，研究
制定《烟台市财税改革攻坚
实施方案》，并提交市委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该《方案》从加强国
有资产及国有资本监管、财
政资金整合、减轻企业税费
负担、用好政府债券基金、加
快流程再造等五个方面制定
了 1 3项具体举措，对加快推
进全市财税改革攻坚起到纲
领性和引导性的重要作用。

目前，各项财政改革攻坚任
务均有序推进。

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1—5月份，全市实现减税降费
66 . 1亿元，在减轻企业负担的
同时，拉低了财政收入增幅
7 . 5个百分点，真正做到用政
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
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
法”。发挥基金作用助力纾困
解难。充分发挥基金逆周期调
节作用，安排资金3亿元设立
应急纾困基金，截至6月底，累
计投出资金20笔、3 . 9亿元，有
效纾解企业短期流动性困局；
筹措资金1亿元设立中小企业
应对疫情稳定基金，累计投出
资金22笔、1 . 9亿元，帮助广大
中小企业坚定信心、渡过难
关。

坚决落实政府过紧日子
要求。1—6月份，全市民生支
出完成293 . 7亿元，占全市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的 比 重 达 到
76 . 2%；全市累计落实疫情防
控资金5亿元，其中市级资金1
亿元。积极争取抗疫特别国债
等资金支持。共计获得省财政
分配烟台市抗疫特别国债、新
增一般债券、特殊转移支付资
金37 . 3亿元，资金总量位居全
省前列。

坚持向改革要空间，全力
以赴保“三重”、促投资。今年以
来，省已提前下达烟台市新增
专项债券92 . 4亿元，用于支持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二期工程、
宫家岛水厂水质提升改造深度
处理等54个政府重点投资项目
建设。

本报烟台7月2日讯(记者
梁莹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从7月2日上午举行的2020年

“改革攻坚进行时”系列新闻发
布会(第二场)上获悉，烟台提出
要打造“掌上办事之城”，对企业
和市民来说都是一件振奋人心
的事。在抓好流程再造、放管服
改革和营商环境工作中，还有哪
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和优化？

据烟台市政府副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于向明介绍，近年
来，通过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
力，可以说办事环节不断减少、
办事流程不断优化，办事时限
不断压减，企业和群众的获得
感不断增强。比如，新开办企
业，由3个工作日压减至1个工
作日。不动产登记，实现查封、
注销登记即时办结，更正登记、

抵押登记1个工作日内办结，一
般登记5个工作日办结。社会投
资类和政府投资类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时间控制在45个和70
个工作日内。水、气、暖报装，分
别由12个、18个和30个工作日
压缩至3个、6个、12个工作日内
完成，电力报装，10千伏客户和
低压客户平均分别在35个、7个
工作日内完成。

跨境贸易，在全国率先实
施“两步申报”通关模式改革
和全省率先实施货物监管“查
验合一”，推广应用的“提前申
报”报关模式，实现了通关“零
待时”。向自贸区烟台片区下
放首批市级760项行政权力和
公共服务事项，首创性推出中
日韩跨国审批等一批创新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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