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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2018執行數 2019預算 同比

生態環境部 56.8億 52.8億 7.11%

中國人民銀行 269億 268.5億 0.18%

外交部 86.8億 111.6億 28.64%

財政部 125.3億 153.7億 22.72%

應急管理部 25.3億 28.1億 11.14%

■單位：人民幣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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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門晒預算 半數過緊日子
一般性支出削5%以上 部分「三公」經費超額壓減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統計，在公開部門預
算的 102個中央部門中，生態環境

部、中國人民銀行等46個部門一般公共預
算支出較2018年執行數減少，外交部、財
政部等49個部門有所增長，7個部門因新設
或機構調整等原因無法與上年比較。

生態環境部支出大降
其中，生態環境部2019年一般公共預算
支出比2018年執行數減少7.11%，降幅最
大，主要是基本建設項目和科技重大專項支
出減少。人民銀行公共預算支出微降
0.18%，主要是固定資產購置、大型修繕等
項目支出減少。外交部2019年公共預算支
出較2018年增長28.64%，外交部在部門預
算中解釋主要是因為，國際組織會費、維和
攤款及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繳費支出
等增加。
退役軍人事務部、應急管理部、國家移
民局、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等去年機構調整
後新組建部門，今年首次「晒賬本」。其
中，退役軍人事務部2019年一般公共預算
撥款大幅增長58.3%，其部門預算稱，主要
是新組建部門人員經費、公用經費和綜合業
務等項目經費支出增加。

防災應急投入增七成
應急管理部今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與去
年執行數相比增長11.41%，其中六成公共
預算支出、約17.7億元人民幣，用於災害
防治及應急管理，比2018年增長七成。國
家移民管理局部門預算則顯示，今後三年每
年將安排約18億元，用於支出電子普

通護照、電子往來港澳通行

證等證照工本費用。
在「三公」經費預算方面，財政部和外
交部「三公」經費壓減幅度較大。財政部
2019年「三公」經費預算比2018年減少
247.04萬元，壓縮4.34%。外交部因公出國
（境）費用大幅減少，今年「三公」經費預
算較 2018 年 減 少 533.32 萬 元 ，下降
5.45%，均超額完成中央3%的壓減目標。
也有一些部門「三公」費用增加。商務
部稱，因為應對中美貿易摩擦以及與相關國
家和國際組織的對話協商增加了出訪任務，
2019年因公出國出境費增加；證監會公務
用車購置費增加，因為2019年部分公車報
廢後更新；生態環境部因公出國（境）費亦
明顯增加，主要是新增「華龍一號」多國設
計評價工作組支撐核安全與核電共同「走出
去」等出國任務。審計署則表示由於機構改
革職能劃轉，從國資委和發展改革委相應劃
轉了三公經費預算，今年三公經費增長
11%。
在一般性支出預算壓減方面，教育部力

度最大，提出按10%的比例壓減培訓費、
對轉制文化企業補助、非重點項目支出等一
般性支出。外交部則提出，今年按不低於
5%壓減一般行政管理事務、專項業務等項
下非剛性、非重點項目支出，同時重點保障
了國際組織會費、維和攤款等支出，體現在
有關支出科目中。

公開預算部門增13個
此外，2019年公開預算的中央部門數量

比2018年增加13個，預算公開時間也比上
年提前11天左右，列入預算報全國人大審
查的項目共50個，比去年增加1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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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務院網站消息，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主持召開國務院
常務會議，確定今年降低政府性收費和
經營服務性收費的措施，進一步為企業
和群眾減負；決定下調對進境物品徵收
的行郵稅稅率，促進擴大進口和消費。

不動產登記等減費明顯
為落實《政府工作報告》部署，會議
決定，從7月1日起，減免不動產登記
費，擴大減繳專利申請費、年費等的範
圍，降低因私普通護照等出入境證照、
部分商標註冊及電力、車聯網等佔用無
線電頻率收費標準，並要求必須有明顯
降費，比如車庫、車位等不動產所有權

登記收費標準由每件550元降為80元，
商標續展註冊費收費標準由1,000元降為
500元；將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
和民航發展基金徵收標準降低一半；至
2024年底對中央所屬企事業單位減半徵
收文化事業建設費，並授權各省（區、
市）在50%幅度內對地方企事業單位和
個人減徵此項收費。同時，對產教融合
試點企業興辦職業教育符合條件的投
資，落實按投資額30%抵免當年應繳教
育費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政策。
會議還確定了降低移動網絡流量和中

小企業寬帶資費全年約1,800億元、降低
一般工商業平均電價、下浮鐵路貨物執
行運價、減並港口收費、取消公民身份

信息認證收費等措施。
上述措施是繼降低社保費率後，進一

步對行政事業性收費等採取的降費舉
措，實施後全年將為企業和群眾減負
3,000億元以上。

減進境物品行郵稅擴進口
會議決定，從4月9日起，調降對個人
攜帶進境的行李和郵遞物品徵收的行郵
稅稅率，其中對食品、藥品等商品，稅
率由15%降至13%；紡織品、電器等由
25%降為20%。
會議指出，為使《外商投資法》有效
實施，適應深化「放管服」改革、優化
營商環境要求，須有序修改相關法律及
配套法規和政策。會議通過《行政許可
法》、《商標法》、《建築法》、《電
子簽名法》等一批法律修正案草案，決
定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會議強調，要進一步推進國家藥品集

中採購試點、短缺藥監測應對和醫療救
助工作。一要完善集中採購制度，加強
中標藥品質量監管和供應保障，實現降
價惠民。認真總結試點經驗，及時全面
推開。二要保障基本藥物、急（搶）救
等藥品供應。防止急需、常用藥品不合
理漲價。三要進一步完善醫療救助制
度，落實落細參保繳費資助、直接救助
等措施，切實提高困難群眾獲得
感。

國務院確定3000億降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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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副
部長王超昨日表示，下周（4月8日至12
日）訪問歐洲是李克強總理今年首次出
訪，也是繼習近平主席3月下旬對意大
利、摩納哥和法國成功進行國事訪問之
後，中歐之間又一次重要高層交往，體現
了中國外交對歐洲方向的高度重視。其
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第二十一次
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是本屆歐盟機構任
內最後一次中歐領導人會晤，具有承前啟
後的重要意義。

中歐將簽能源等合作文件
外交部昨日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赴歐行
程舉行中外媒體吹風會。王超表示，中
國－歐盟領導人會晤是中歐雙方進行戰略
溝通的高層平台，為深化中歐關係、推動
對話合作發揮了重要戰略引領作用。當前
中歐關係發展勢頭良好，雙方高層交往密
切，務實合作不斷深化，人文交流有聲有
色。中歐在深化互利共贏的務實合作方面
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在維護多邊主義和
自由貿易等方面擁有共同立場，在完善全
球治理、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方面擁有共同
目標。
會晤期間，雙方領導人將就中歐關係以
及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
換意見，並見證簽署能源、競爭等領域合
作文件。相信此次會晤將為中歐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注入新動力，推動中歐各領域對

話合作邁上新台階，進一步提升中歐關係
的穩定性、戰略性和互惠性。

規劃「16+1合作」發展藍圖
李克強此行還將參加在克羅地亞舉行的

第八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此

次領導人會晤適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本
次會晤擬發表有關成果文件，進一步規劃
「16+1合作」發展藍圖。有關方面還將簽
署涉及基礎設施建設、貿易、金融、教
育、質檢、人員往來便利化、駕照互認等
多個領域的合作項目協議。

外交部談李克強訪歐：體現中國對歐高度重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有記
者就中國是否向委內瑞拉派遣軍事顧問
協助馬杜羅政府一事向外交部求證，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4月3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回應表示，此事完全子虛烏有。
「我不知道你從哪裡聽說的消息？製造

消息的人目的何在？我可以明確告訴你，
這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耿爽說。

他強調，中國政府在委內瑞拉問題
上的立場一貫明確，中方堅決維護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反對干涉
別國內政，主張委內瑞拉朝野通過和
平對話尋求政治解決方案。中方將繼
續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共同發
展的原則，推進中委關係和雙方在各
個領域的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消息，
美國方面稱，或將不派遣高級別代表團
參與即將舉行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
際合作高峰論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昨日對此回應說，「我從媒體上看到
了有關報道，如果這是美方的決定，你
應該去向美方詢問。」耿爽並表示，中
方目前正在加緊有關籌備，目前為止已
有包括近40位外方領導人在內的上百個
國家代表確認與會。
耿爽表示，作為東道國，中方有信心
辦好此次論壇，也期待同各方一道，推
動共建「一帶一路」取得更多實實在在
的成果，造福各國人民。

耿爽同時指出，「一帶一路」是一個
開放、包容、透明的倡議，中方一向歡
迎志同道合的國家來參與共建「一帶一
路」，來共商、共建、共享，實現合作
共贏。
據中國外交部此前介紹，2017年 5

月，時任美國總統特別助理波廷傑曾率
團出席了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
峰論壇。波廷傑當時在一場關於設施聯
通的分組討論上發表講話，肯定中國通
過基礎設施建設加強經濟聯通的目標，
分享了美國在全球進行基建的經驗，並
表示美國企業也做好了參與「一帶一
路」項目的準備。

向委國派軍顧？ 華：子虛烏有

回應美或將缺席「帶路」論壇
中方：上百國家代表確認與會

2019年漢諾威工業博覽會4月1日至4月5日在德
國漢諾威舉行。本屆展會共吸引來自全球75個國家和

地區的6,500家參展商，其中，中國展商數量僅次於東道主德國。圖為參觀者觀
看華為展區展出的一輛汽車。 圖/文：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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