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各部门的“三公”决算中，市

城管局的数据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变

化：2012年初预算为647.4万元，决算

却达到了1871万元。 引起这一剧烈

变化的，是公务用车的开销：年初预

算487万元，决算为1728万元，增长

255%。记者查阅以往资料发现，市城

管局去年的预算决算同样存在大幅

波动， 去年初预算就比2011年实际

列支的4958.12万元下降86.9%。

大降大升，是出于什么原因？昨

日， 市城管局计财处处长魏琦光表

示，之所以前后产生巨大差异，是由

于预算和决算的口径不一致。他说，

市城管局的生产作业车辆， 相关费

用是编制在“项目经费”中，按现有

规定， 它就不体现在年初公示的预

算中。其中所涉及的经费，只有在决

算时才一并反映出来， 因此造成了

歧义。“而如果预算和决算的编制口

径统一，市城管局2012年的‘三公’

经费实质上是不升反降的。”

魏琦光介绍，对这一差异，成都

市人大财经委也给予了关注。

“拍拍动”使用方法：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拍拍动”下载安装。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

准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图片即可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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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部门“三公” 出国经费减少近1成

两减一增，总花销超预算3.2%� 29个市级部门已公布2012年“三公”账本

记者浏览已公布的29个部门

“三公”账单，发现因公出国（境）

经费较年初预算相比呈普遍下降。

市质监局、 市计生委等部门均缩减

了开支。其中市体育局尤为明显（如

图）。而公开的信息中，市移民办、市

医保局已将经费缩减为零。 该部门

特别说明：“主要原因是我办严格执

行市委、市政府厉行节约的要求。”

在上述部门， 成都市投促委

2012年因公出国（境）开支最大，为

173万元，较年初预算增长73%。该部

门也在公开信息中就增长原因进行

了详细说明， 主要是根据2012年出

国（境）计划，增加了赴新加坡、赴

美国投资促进活动、 赴英法荷兰投

资促进活动推介会以及其他促进活

动等。

零花销

去向明确

增加在哪

公务用车费用比年初预算增加的原因，

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说， 车辆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较预算增长，主要是由于油价上涨、

车辆老化及使用新能源车费用增加等因素导

致超过年初支出预算。

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预测， 由于严格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 预计今年成都市本级的

“三公”经费还将大幅下降。

昨日， 成都市级机构陆续晒出2012年的

“三公”决算账本。成都商报记者从市财政局

获悉， 成都市要求市本级59个部门在政府门

户网站对2012年“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进行

公开。截至昨晚9时，已有29个市本级部门在

成都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公布该信息。

根据市财政局“三公” 经费决算汇总，

2012年，成都市本级财政拨款开支“三公”经

费决算总额为43601万元，增长3.2%。因公出

国（境）经费和公务接待费均较年初预算下

降。但因新能源车费用等原因，车辆购置及运

行费上涨，因此造成了总额的超支。

国际盲人节提心愿：

入厕不靠摸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游之）

每年的10

月15日是国际盲人节。 昨日， 在浣花溪公

园，60位生活在成都的盲人代表与成都市

建委、经信委的相关负责人坐在了一起，面

对面地就如何实现今年国际盲人节的主

题———“促进融合 消除障碍”， 展开了一

次互动交流。

“盲人出门在外，入厕问题很现实很

尴尬，公厕也得靠手‘摸’出来。”盲人代

表现场反应的这个问题让市建委勘查设计

处的相关负责人印象尤为深刻。 该负责人

向盲人朋友们保证，接下来，市建委将进一

步强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无障碍设

施建设的监管力度， 严格落实相关法规和

技术标准。“在公厕增设栏杆、扶手等无障

碍设施， 为盲人朋友和肢残人士入厕问题

‘行方便’。”

昨晚，可能部分地区尤其郊县的市民

已经感受到了一场秋雨带来的清爽。但你

可能不知道，这场秋雨可是跟昨晚进行的

一场飞机增雨作业大有关联。为改善成都

近段时间的空气质量，昨日傍晚6点钟，增

雨飞机带着十根人工增雨焰条，从邛崃桑

园起飞，沿成都市郊县，进行了全域“耕

田式”作业，并于昨晚7点57分顺利返回

地面。这也是我市今年来的第13次飞机增

雨作业。

下午4点多， 人影办一行工作人员就

到达邛崃桑园机场，随车携带的还有十根

人工增雨焰条。按照计划，作业飞机将从

邛崃起飞，沿着崇州、温江、郫县、新都、青

白江、龙泉驿、双流一线进行作业，然后经

崇州回到邛崃，这样的“耕田式”作业，基

本可以保证整个大成都范围都被覆盖。

记者昨日在现场看到，随飞机上天的

增雨焰条大约有1米多长，直径四五厘米。

一旦被点燃后， 焰条燃烧时间大约25分

钟。焰条燃烧时可释放出大量的催化剂碘

化银，在催化作用下，天空中无数细小的

云滴将会吸附在碘化银凝结核周围，形成

雨滴，在重力作用下，降落到地面。

人影办副主任韦巍告诉记者，每根焰

条中，含有50克碘化银，而一克碘化银将

可以产生数百亿到上千亿个凝结核。韦巍

说，按照以往统计情况来看，这样一场增

雨作业，可以持续作用3～4个小时，增加

雨量15%到20%。

以昨晚情况来看， 飞机上天后半个

多小时， 记者沿成温邛高速返回市区时

发现，沿线的大邑、崇州和温江已经开始

逐步降雨。不过，韦巍强调，这些降雨不

能全把功劳归结到飞机增雨作业上，

“准确地说， 是本来天气就具备降水条

件，只是通过飞机播撒催化剂后，雨量更

大了一些。”

成都商报记者 蒋超 摄影记者 程启凌

成都市政府大力推进财政信息公开工

作，并参照省级“三公”经费公开的范围，要

求市本级59个部门在政府门户网站对2012年

“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进行公开。昨晚9时，记

者在成都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查询到， 已有

29个市本级部门公布了2012年“三公”决算

信息。四川省级部门的做法大体一致，市本级

部门均公布了“三公”决算的分项数据、增减

幅度， 绝大多数部门还对支出和增减的原因

进行了详细说明。

如成都市公安局的“三公”账单中，关于

因公出国（境）经费，不仅明确反映了出国

（境）的次数、人数，还列明了每次去往哪些

国家，以及主要目的：“赴巴西、阿根廷就反

恐作战”、“赴土耳其和阿联酋就国际反恐和

警用装备执行专题调研”等。

另据市财政局介绍， 成都市本级部门还

将首次公开2012年部门决算情况。 昨晚9时，

已有市国土资源局对其进行了公布。

在成都公交集团东星公司102车队办

公室里， 堆放着36本假冒的 “军残证”。

“都是司机这两个月发现的， 和真的都不

符。”102车队副队长刘永平说， 这些都是

个别乘客办的假证件，试图免费乘车。

巧合的是，这批新近收获的假证全部

都是“军残证”。记者清点发现，这批证件

的“主人”中，男性5人，女性31人，年龄最

大的70岁。如果仔细看，证件的“山寨”之

处也很明显：一名李姓女子的“军残证”

上国徽图案是扁的，有的假证数字编号是

“一二三四”，有的却又是“壹贰弎肆”；

更多人的头像照片则明显存在修改痕迹。

成都公交集团票务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 为了应付个别人的假证乘车行为，

集团曾专门向民政部门取经，了解肉眼识

别的方法。

除了假军残证，公交司机王勇还见识

过更“奇葩”的假证。比如，曾有乘客上车

后晃了晃红色“证件”就往后走，但拿过

来仔细一看，不过是一张请帖被折叠成正

规证件大小而已。还有一次，男子上车后

亮出了所谓的“五军证”。王勇说，这个

“五军证”根本不是正规国家证件，完全

是杜撰而出的假证，所谓的“五军”指的

竟然是新四军、 八路军……102车队的司

机们还举例说，用结婚证冒充证件的乘客

也大有人在。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摄影记者 王勤

报料人：高先生 线索费：

80

元

总账本

两减一增 油价拉高公务用车费

细账本

说明增减原因 写清出国目的

成都“三公”经费总额

决算：43601万元

预算：42218万元

比年初预算增加1383万元，

增加3.2%

因公出国（境）经费

决算：2493�万元

预算：2759万元

比预算节省9.7%

公务接待费

决算：10484万元

预算：11033万元

比预算减少549万元，

节省4.9%

公务用车费用

决算：30624万元

预算：28426万元

比预算增加2198万元，

增加7.7%

西岭雪山下雪啦！

重阳登高团饱览红叶雪景

“窗含西岭千秋雪”，唐代伟大诗人杜

甫在成都留下的不朽诗句， 让西岭雪山多

年来一直享有“东方阿尔卑斯”的赞誉。而

昨天上午，似乎是为了欢迎“重阳登高团”

老年团友们上山，西岭雪山上飘起了大雪，

纷纷扬扬的雪花飘落在红、黄、绿三色层叠

渲染的山间红叶上， 引得兴致勃勃的老年

人们发出一阵阵惊叹。

“下雪了！”一进山门，点点雪花就飘

落在团友们的肩头，凉爽的空气让忍受市区

燥闷空气的老人们顿感心旷神怡。“这趟真

是来对了！”75岁的胡蓉大姐开心地说。

随着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入侵成都平

原，西岭雪山的彩叶植物进入变色期，一年

一度赏红叶的好时节的已经来临。 西岭雪

山从山脚到山顶都是原始森林， 从下而上

可见不同的树种和植被，处处风景如画，最

美的就是那满山的红叶。乘上缆车，满山的

红叶似火；或是从旅游道攀登而上，穿梭在

红叶中，风中的红叶翻滚着如红色的波涛，

形成鲜红、猩红、深红、紫红等不同色彩。

现在参团由成都商报、 联合西岭雪山

景区，以及四川喜悦旅行社推出的“西岭

雪山重阳登高活动”， 可享受最超值的团

费和最贴心的照顾。团费298元/人，行程两

天一夜，包含酒店住宿、景区观景索道往返

一次、大巴接送、吃住、篝火晚会、保险（目

前景区门票为免费）。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报名地址：

城中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武成大街

181

号金山大厦

3

楼四川喜悦旅行社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159

号一楼大厅成

都商报接件处 电话：

028-82003737

城西： 二环路西二段

88

号铁建大厦

电话：

028-66622233

城西南： 一环路西一段

144

号京川宾

馆 电话：

028-87011328

10枚“银弹” 洗天东边

改善空气质量，成都昨进行今年第13次飞机增雨作业

国产“运七”军用运输机

1986

年投入使用的里程碑式国产支

线运输机

这架飞机机身两侧分别加装了一个

直径约

20

多厘米的“小火箭筒”，分别可

以正好放入

5

根人工增雨焰条

假证赶公交 两月“扣”下36本

看账本

在厉行节约的背景下，大多数

公开“三公”决算的部门，公务接

待费也较年初预算有不同幅度的

缩减。 市移民办公务接待费用最

低，该部门说明，去年是在预算定

额标准内通过控制接待人数、降低

接待标准来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

用支出。

公务接待费下降幅度最大的是

市旅游局， 其支出主要用于接待国

际旅游组织、 国外旅游机构和国外

旅行商所发生的费用。

也有部门由于特殊原因不降

反涨。如市体育局，由于大型体育

赛事活动、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等增

加了接待工作量，去年共支出公务

接待费25万元， 较年初预算增长

31.58%。

从已经公布数据的市级部门来

看，2012年“三公账本”中，公务用

车开销基本上都占大头， 并呈现总

体上涨。

如市公安局， 去年执行公务和

开展业务活动， 共计开支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维护费8572.43万元，购

置支出占3593万元， 在已公开的信

息中属公务用车花销最大的部门。

较年初预算，增长了32.13%。

市公安局就此进行了说明，一

大原因是大部分车辆长期超负荷运

转、 加之市政府限期淘汰黄标车的

要求，报上级部门同意后，按照报废

更新的方式解决急需更换的工作用

车，使得费用较2011年增长较大。

实际上， 成都正大力推广新能

源车的示范工作， 例如成都市发改

委，去年就按市政府统一安排要求，

新增两辆节能环保电动公务用车，

花费34万元； 经信委也按要求新增

新能源电动车3辆。

因公出国（境）经费

市移民办零出国费 市投促委为引资开支大

市旅游局节省8成预算 市体育局因赛事花销多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费

成都推广新能源车 市公安局购置支出3593万

特别视点

口径不一 市城管局两年大升大降

增雨焰条

大约有

1

米多长，被点燃后可释放出

大量的催化剂碘化银

内有

50

克碘化银，

1

克碘化银将可以

产生数百亿到上千亿个凝结核增雨

成都公交集团东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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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办公室里堆放着大量假冒“军残证”

制图 余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