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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影局 2018年 12月 31
日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
国电影总票房为 609.76亿元，同
比增长9.06%，国产电影总票房为
378.97亿元，占比为 62.15%。阿
里影业发布的《2018中国电影市
场用户观影报告》显示，中国电影
市场对进口片的依赖性逐渐减
弱，国产优质口碑制作越来越受
到青睐。

与600亿这一华丽数字相比，
中国电影呈现的“创作暖春”更令
人感到欣喜，唤起人们对未来的
憧憬。这一年，现实主义创作成
绩斐然：《我不是药神》《找到你》
《红海行动》《后来的我们》《暴裂无
声》《春天的马拉松》《照相师》等一
批优秀影片深刻地反映了现实，
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体现电
影工业实力的类型电影《无双》《唐
人街探案2》《捉妖记2》《超时空同
居》《前任攻略3》等均取得了不俗
的票房成绩，也表达了积极的价
值观；关注人文品格和人性关怀
的《阿拉姜色》《米花之味》等艺术
电影表现出探索者矢志不渝的追
求。

现实题材强势崛起

无论是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还
是体现社会发展进步的现实主义
题材影片，在2018年都占据着重
要席位，成功照亮了中国电影艺
术创作的天空。《我不是药神》等作
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反映普通
人的悲欢离合和社会生活现实，
越发受到观众的喜爱。北京电影
学院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
会长钟大丰认为：“2018年的现实
题材电影满足了观众对现实的情
感需求，把现实中人们的情感转
化到故事中，这些作品给以后的

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经验，因为
这些作品把人们熟悉的故事讲述
成了动人的故事。”

另外，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春天的马拉松》《照相师》《大
路朝天》《闽宁镇》《黄大年》《中国
合伙人2》《天渠》《片警宝音》《热
土》9部影片从不同角度呈现了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
变化，以及中国人从物质到精神
层面的幸福感、获得感，营造了良
好的文化氛围。清华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
副主席尹鸿指出：“2018年中国电
影成绩的表现首先是现实主义创
作大有成效。现实主义影片传达
了主流价值观，让观众觉得社会
在进步，生活在发展。”

编剧汪海林认为：“现实题材
的创作需要创作者投入更多，我
不认可根据大数据去分析观众可
能的喜好，然后再投入精力去创
作的做法，我始终认为无论何时，
真诚的创作才是最能打动观众
的。现实主义题材更是如此，需
要创作者真的投入生活去积累。”
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型，现实
题材作品在如实呈现现实、真实
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引发观众的
强烈共鸣，也为2018年中国电影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优良口碑
战胜“大IP”大制作

2018年，中国电影回归理性，
这是观众品位提升、电影用质量
说话的关键一年。在往年，或许
有凭借主演阵容、大 IP、大特效等
手段获得票房成功的案例，但在
电影主管部门对票补行为进行监
管以及9.9元、8.8元等低价票大幅
度减少的共同作用下，这些“法宝”

在2018年几乎失效。阿里影业高
级副总裁李捷对记者说：“目前票
补对观众起到的作用已经很小，
而口碑越来越成为观众观影决策
的决定性指标。”在影评人胡建礼
看来，“这两年中国电影观众越来
越成熟，越来越重视影片口碑，仅
仅靠‘大 IP’、大明星、大制作已经
无法打动观众，观众更需要贴近
自己的生活、能引发自己情感共
鸣的现实主义作品。”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
示，中国电影口碑持续向好，观众
对2018年国产电影的满意度总体
处在满意区间。档期影片在观赏
性、思想性和传播度上都获得了
观众较高的认可，特别是春节档
满意度得分为历次春节档调查的
最高分。以《红海行动》《我不是药
神》等为代表的不同类型题材的
优质影片在高满意度的带动下实
现了可观的票房回报，这些影片
都没有“流量明星”担任主演，它们
或凭借高工业规格的制作赢得市
场，或依靠扎实的故事与人物赢
得了观众的掌声，诠释了“质量为
王”的市场铁律，也进一步彰显了
观众观影的日趋丰富性及多样
性。

当然，也出现了一些过于注
重投资回报，忽视内容创作，靠
某些颜值高、演技差的“流量明
星”赚卖点、造噱头的电影，但这
类电影品质大多不佳，遭到了市
场和观众的果断抵制。在中国
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副研究员
邓文卿看来，“这说明电影市场
已经从原来的粗放式促销刺激
回归品质导向。”

新力量带来新活力

经过几年的厚积薄发，中国

电影新导演和年轻导演在2018年
逐渐成长为国产电影的中坚力
量。尤其是在电影市场上，新导
演更了解当下观众的需求，更能
摸准时代脉搏。无论是以文牧
野、苏伦、忻钰坤为代表的新锐
导演，还是以黄渤、刘若英为代
表的转型导演，他们拍摄的电影
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且风
格、题材都不一样。“这些新力
量、新导演的不断出现为中国电
影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想象空
间。”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
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
光对记者说。

2018年度票房榜单中，排名
第二位的《唐人街探案2》、第三位
的《我不是药神》、第四位的《西虹
市首富》、第十位的《前任3：再见
前任》等，都由一批新生代导演执
导，他们逐步形成了各自风格，注
重贴近年轻观众，创作愈加成熟。
一大批青年导演的涌现成为2018
年国产电影的一道亮丽风景，饶
曙光认为“这种新生力量的集中
崛起，在全世界也不多见”，他指
出，“新力量是电影市场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这与我们市场的包容
度有关，也离不开诸多新人培养
计划的扶持”。

中国电影创作的黄金时代正
在向我们走来。饶曙光认为，“创
作者应克服浮躁情绪，克服被资
本绑架的不自由状态，进入‘虚静’
状态，创作出更多高质量的作品，
创造中国电影新的繁荣景观。”在
新中国即将迎来70华诞之际，国
家电影局提前规划、精心部署，通
过实施《中国电影三年行动计划》
等举措，积极推动以《攀登者》《中
国机长》等为代表的一批重点影
片的创作生产。

（光明）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善
于总结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
来。2018年中国游泳在年终的世
界排行榜上留下了三个第一、两
个第二和五个第三的成绩单，这
些数据能告诉我们什么？2019年
中国游泳会有什么样的收获？

2018年是游泳小年，除了年
终的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全年
没有重大的世界级长池赛事，只
有区域性的泛太平洋锦标赛、亚
运会和欧洲锦标赛。很多成绩反
而不如2017年，因为在布达佩斯
世锦赛上出现了不少好成绩。

当然世界排名只是一个相对
值，并不完全代表各国选手的真
正实力。

2019年是备战东京奥运会的
关键一年，各国高手会在韩国光
州世锦赛同池竞技，中国游泳的
前景如何？

世界排名成绩单

在2018年世界排行榜上，坐
在头号交椅的是孙杨的400米自
由泳、中国男子4×100米混合泳
接力和刘湘打破世界纪录的女子
50米仰泳。排名世界第二的是徐
嘉余的男子100米仰泳和傅园慧
的女子50米仰泳。列世界第三位
的是孙杨的200米自由泳、徐嘉余
的200米仰泳、张雨霏的女子200
米蝶泳、王简嘉禾的女子1500米
自由泳和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

力。
此外，有4个项目列世界第四

位，分别是李冰洁的1500米自由
泳、汪顺的200米混合泳、王简嘉
禾的400米自由泳和女子4×200
米自由泳接力；王简嘉禾的800米
自由泳和中国男子4×200米自由
泳接力位居世界第五；中国男子
4×100米自由泳列世界第六位；覃
海洋的200米蛙泳、汪顺的400米
混合泳、陈洁的50米仰泳和女子
4×100米自由泳接力共4个项目
列世界七位；还有3个世界第八：
孙杨的 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的
400米自由泳和覃海洋的200米混
合泳。

“剧透”2019年

从2018年世界排名来看，可
以分析出中国游泳在2019年世锦
赛的冲金项目、夺牌项目和实力
项目，并“剧透”2020年东京奥运
会泳池大战的剧情。

冲金项目的扛旗人物首当其
冲是中国游泳队队长孙杨，他的
200米、400米和 800米都有夺金
实力，但是各项目都有高手伏击，
他还需要协调好自己的拳头项目
的侧重点和体能分配，毕竟他还
要承担4×200米接力的重任。

徐嘉余也有冲击金牌的机
会，他的100米和200米仰泳都是
世界前三名，但是世界上还有三
大仰泳高手：美国的奥运冠军墨

菲和两个俄罗斯劲敌克里斯尼科
夫和雷洛夫，仰泳王之争绝对是
恶战。

50米仰泳是世锦赛项目，亚
运会上打破世界纪录的刘湘和世
界排名第二的傅园慧都有机会去
争取胜利。她俩也曾经收获该项
目的世锦赛冠军和奖牌。

中国游泳的夺牌项目涉及4
个单项和3个接力，单项是张雨霏
的200米蝶泳、王简嘉禾的400米
和1500米自由泳、李冰洁的1500
米自由泳、汪顺的200米混合泳；
接力项目包括中国男子4×100米
混合泳、男女4×100米混合泳、女
子4×200米自由泳。

纵观世界泳坛，美国是无可

争议的世界头号游泳强国，英国、
俄罗斯、瑞典、荷兰、匈牙利、南非
等国都有顶尖高手，中国游泳要
想爆冷夺金很难，但是汪顺的400
米混合泳、覃海洋的200米蛙泳和
200米混合泳、男子4×200米自由
泳接力、刘湘的50米自由泳、傅园
慧的100米仰泳等也有可能站上
领奖台。

正如此前中国游泳队领队程
浩表示：“2019年中国游泳机会与
挑战并存，我们要全力在训练中
抓好各个环节，不把遗憾留在赛
场。”

目前中国游泳队正兵分多
路，分别在北京、昆明海埂基地、
澳大利亚和美国训练。

去年全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600亿元

国产电影竞争力日益增强

新华社北京 1 月 6 日电
被美职篮休斯敦火箭队裁掉
的中国球员周琦日前回到中
国，他的下一步去向成为篮球
迷们关注的焦点。对此，辽宁
队主教练郭士强向媒体表达
了对周琦的态度。

郭士强说：“周琦回到北
京，到酒店我们见了面，吃了个
饭，重要的还是叙叙旧。如果
周琦要回到CBA，我们非常非
常欢迎他，我们会不惜一切代
价把他签到我们队，这是我们
的想法。周琦9岁就到辽宁接
受篮球训练，在辽宁成长，他说
着东北话、吃着东北菜，和这些
兄弟非常有感情，我们所有人
都希望他能到辽宁队。”

周琦与辽宁队渊源很深，
辽宁青年队也是他当年崭露
头角的地方。2014年，周琦加
盟新疆队，2017年帮助新疆队
拿到了CBA总冠军。也是在
2017年，周琦正式与休斯敦火
箭队签约。

不过，作为中国男篮最优
秀的内线球员之一，对周琦感
兴趣的球队不止辽宁一家，在
正式落笔签字之前，一切都是
未知数。

郭士强：

如果周琦回CBA
将不惜一切代价
签下

2019年中国游泳前景如何？

由丹阳市集邮协会主办，

丹阳市生肖集邮研究会承办，

丹阳市老干部收藏协会、丹阳

市邮资封片协会等协办的《己

亥年》生肖邮票首发暨生肖集

邮研究会丹阳分会成立十周

年系列庆祝活动于 1月 5日在

开发区邮局举行。活动期间

进行了抽奖和生肖系列邮票

与邮品拍卖等环节。据了解，

因猪年生肖邮票进入第四轮，

防伪工艺也揭开神秘面纱，且

发行量为九年来最低，备受市

民关注。图为活动现场。（记
者 溢真 通讯员 常岐 摄）

生肖集邮
热了猪年邮票

新华社阿布扎比1月5日
电 巴林队差点吓出东道主阿
联酋队一身冷汗！5 日，扩军
之后的亚洲杯揭幕战上，上届
季军阿联酋直到第 87分钟，才
依靠一个点球勉强以 1:1和巴
林队打平。

巴林国际排名 113 位，亚
洲区排名仅第 20，但硬朗的防
守、高效的反击使得他们成为
一块难啃的骨头。在此前的
热身赛中，巴林队曾逼平过中
国队。该小组中除了巴林和
阿联酋，还有印度和泰国队。

2019 年亚洲杯决赛阶段
比赛1月5日至2月1日在阿联
酋阿布扎比、迪拜、艾因和沙
迦 4个城市进行。被分在C组
的中国队将于 7日亮相，对手
是吉尔吉斯斯坦队。

亚洲杯揭幕
巴林逼平东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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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月5日电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访问中
东八国，与八国领导人讨论叙
利亚危机、也门局势、反恐和应
对“伊朗威胁”等议题，并就美
国中东政策发表演讲。

分析人士认为，蓬佩奥此
行意在表明美国将继续保持在
中东的存在，安抚对美国中东
政策感到疑虑的盟友。此外，
美国还有意团结地区盟友共同
应对“伊朗威胁”，打造“阿拉伯
版北约”。

安抚地区盟友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年底
突赴伊拉克“劳军”、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日前赴土
耳其和以色列访问、蓬佩奥即
将开启中东八国行……美国政
府高层近期对中东国家动作频
频，意在安抚对美国突然宣布
从叙利亚撤军感到不满的地区
盟友，对这一决定导致的后果
进行补救。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
副主任丹·马哈菲指出，特朗普
去年12月在没有和盟友沟通的

情况下，突然作出从叙利亚撤
军的决定，导致盟友对美国政
府的反恐立场和中东政策普遍
产生疑虑和担忧。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撤军
将导致各方势力在叙利亚展开
新一轮博弈，并可能在短期内
引发叙北部动荡局势加剧，甚
至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死
灰复燃创造条件。蓬佩奥在访
问中将对美国撤军决定和中东
政策进行解释，这将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稳定盟友关系的作
用。

在蓬佩奥此次出访中东的
行前吹风会上，一名国务院官
员明确表示，虽然撤军决定不
会改变，但目前尚无明确时间
表，撤军行动将在与盟友的高
度协调下完成。

展示美国存在

一名国务院官员在行前吹
风会上表示，尽管外界有很多
猜测和不实报道，但美国不会
离开中东。蓬佩奥此行将着重
向地区盟友承诺美国不会撤出
中东，而会加强与地区盟友合

作应对“伊朗威胁”。
据美媒报道，蓬佩奥将在

埃及首都开罗发表主题为“美
国对中东和平、繁荣、稳定、安
全的承诺”的演讲，详细阐释特
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

马哈菲表示，在俄罗斯和
伊朗试图扩大在中东地区影响
力的背景下，蓬佩奥此访将向
外界明确表达美国仍将对该地
区事务保持关注并履行承诺的
立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
芬·沃尔特认为，美国在中东仍
有超过4万名驻军，并且为地区
盟友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和装
备，即便美国从叙利亚撤出，也
不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存在的终
结。

打造“阿拉伯版北约”

此次蓬佩奥将访问约旦、
埃及、巴林、阿联酋、卡塔尔、沙
特阿拉伯、阿曼和科威特，这八
国正是美国推动的“中东战略
联盟”包含的国家。美国试图
借助打造“阿拉伯版北约”，强
化与阿拉伯盟友之间的合作，

在该地区共同应对“伊朗威胁”
并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
义。

分析人士指出，去年以来，
美国加紧推进“阿拉伯版北
约”。去年 9 月联合国大会期
间，蓬佩奥与中东八国外交机
构负责人举行会晤并就“阿拉
伯版北约”进行磋商，此次访问
八国也有推进该计划的考虑。
然而，由于各方关系错综复杂，
这一目标并不现实。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
级研究员亚齐德·萨伊格表示，
海湾国家在防务能力整合问题
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阿拉伯
版北约”几乎不可能形成。

美国智库海湾国家分析公
司创始人乔治·卡菲耶罗认为，
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关系各不
相同，在如何看待“伊朗威胁”
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埃及、约
旦、科威特、卡塔尔都不认为伊
朗对其构成紧迫威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
究员安德鲁·米勒认为，美国创
建所谓“阿拉伯版北约”以牵制
伊朗的构想，可能会让中东陷
入更多冲突。

新华社北京 1月 6日电 科
技部部长王志刚 6日表示，科
技部将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
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充分发挥
民营企业机制体制灵活、市场
敏感度高等特点，推动高校和
科研院所成果在民营企业转移
转化，加快形成具有市场竞争
力的产品。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支持

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始终是科
技工作者的重要内容。”王志
刚在当天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
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上说，科
技部将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
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为民营企
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和
市场环境。

同时，支持民营企业加大

科技投入，充分利用好各类政
策工具，采取前期资金投入、
后期补助等方式，对民营企业
竞争前技术研发给予扶持，鼓
励有能力的民营企业探索前沿
无人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
强化对民营科技企业创新创业
成长阶段的资金支持，缓解高
成长性企业可能面临的融资
难、融资贵的问题。

此外，科技部还将加大民

营企业创新人才培养力度，畅
通从高校、科研院所到民营高
科技企业的人才流动机制，让
优秀科技人才在民营企业能够
留得住。研究支持科技型中小
企业技术人才培养的政策措
施，鼓励更多的科技人员带着
科技成果到市场上创业，培育
更多新的技术集群和产业增长
点。

科技部：

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据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官
方微博消息，在网上引发多方关
注的掌掴婴儿的女子魏某，被蒸
湘分局蒸湘北路派出所依法给
予治安拘留五日(不执行)处罚。

根据衡阳市公安局此前公布
的消息，1月5日凌晨三时许，魏某
(女，汉族，住蒸湘区红湖小区)因其
丈夫不在家中，感到孤单，在家用
手机拍摄用手打其女儿脸部、用手
捂其女儿面部的视频，(婴儿：刘某
某，2018年10月28出生)，并将视
频发至朋友圈，魏某想用打女儿的
方式刺激其丈夫刘某回家，并无伤
害其小孩。

5日 18时 30分许，掌掴婴儿
的女子魏某到衡阳市公安局蒸
湘分局蒸湘北路派出所投案自
首。而后衡阳市公安局派出心
理咨询师对魏某进行了心理疏
导。 （综合）

■ 国际观察

蓬佩奥开启中东八国行
安抚盟友推“阿拉伯版北约”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记者
日前从北京市总工会了解到，根
据《关于 2019年度基层工会开展
慰问活动有关经费事项的通知》，
北京市提高会员生日慰问标准，
标准由200元提高到300元。

据了解，2019年全年节日、春
节联欢、会员生日等三项慰问活
动的经费支出标准将有所提高。
其中，全年节日慰问标准可由全
年支出总额一般不高于当年本级
工会预算支出的 30%提高到一般
不高于当年本级工会预算收入的
50%。逢年过节工会组织可发放
符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和职工群
众必需的生活用品，由工会组织
便捷灵活发放，现金和购物卡除
外。春节联欢慰问标准方面，工
会组织职工开展春节联欢会、茶
话会活动时，可为全体参加人员
发放人均 150元参与奖。会员过
生日时，工会组织可为会员购买
生日慰问品（或实物券），标准由
200元提高到 300元，慰问品和实
物券会员实名签收。

我市 2018年秋季秸秆机械化
还田补贴发放工作于近期开始布
置，为确保2018年秋季秸秆机械化
还田补助政策公开、规范、高效实
施，司徒财政分局根据文件精神及
操作说明，与镇农业服务中心协调
做好此项惠农工作，补贴资金将通
过“一折通”平台打卡到户，改变往
年将补贴资金拨付到农机合作组
织，再兑付到户的模式。

一是精心组织实施。由政府
牵头召开各村农业主任会议，传达
上级会议精神，明确补贴对象和标
准，秋季秸秆还田补贴对象为按规

定作业标准实施小麦秸秆机械化
还田作业的实际种植户，补贴标准
为每亩10元，同一作业地块同一季
节不得重复补助；由村委会专人负
责登记造册，并由村民小组长、村
主任、村会计、村书记签字确认后
上报镇农服中心，由农服中心审核
后统一上报镇财政部门。

二是加大补贴政策的宣传力
度，各行政村将《2018年秸秆机械
化还田补贴政策告知书》发放到各
家各户，力求做到家喻户晓，确保
补助政策宣传到位。

三是建立健全补贴公告制

度。还田作业结束后，补助到实际
种植户的《2018年秸秆机械化还田
作业补助申报确认表》经过确认
后，需在村内张榜公示，并拍照存
档，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

四是抓紧做好补贴面积的录
入工作，财政分局的专管员根据各
村上报的补贴面积加班加点录入
一折通信息系统，确保秸秆还田补
贴发放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五是强化监督检查。市财政、
农业部门和本镇均设立监督电话，
接受群众监督，并加强补贴资金的
监管，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维
护农户的合法权益。皇甫建英

局办公室电话 86524964
行风监督电话 86923136

丹阳市财政局 主办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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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

近年来，我市采取多种措
施关心离任村干部，改善离任
村干部的生活，保障其生活待
遇，解决其后顾之忧。

对 1958 年人民公社成立
以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和会计的“三大员”职务、工作
时间在三年以上、正常离任且
离任后一贯表现较好、男同志
年龄在 60岁以上、女同志年龄
在 55岁以上的，发放生活补贴

（已享受退休金、养老保险金的
除外），补贴标准按任职时间长
短分为四档发放。

我市多次提高补贴标准，
目前，全市上述离任村干部总
数达 2551人，最低档每人每月
675 元，最高档每人每月 795
元，补贴资金主要由市、镇两级
财政承担，其中市级财政每人
每月补贴 500 元，全年需负担
1530万元。农业科

我市每年投入千万保障离任村干部待遇 我市出台《丹阳市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
根据《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和政府购买服务工作
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经市政
府办公室同意出台了《丹阳市政府

购买服务指导目录》。《指导目录》分
为六大项：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管理
性服务、行业管理与协调性服务、技
术性服务、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事

项、其他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服
务事项。《指导目录》对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的主体、购买服务的内容、操
作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并对服务
品目作了细化说明，更具针对性和
操作性。政府采购管理科

为缓解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融资难的问题，省财政厅、
科技厅于2009年开始推行“苏
科贷”工作。我市从2010年设
立风险资金池，用以推动我市
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的紧密
结合、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
力、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
级。“苏科贷”以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为
扶持对象，具有利率低、门槛
低、简便高效等优点。

2018年，我市在 4家合作
银行的基础上又新增了2家合
作银行，为我市更多的中小微
企业搭建了政银企合作交流

平台，极大地为我市中小微企
业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更好
地激励了中小微企业的创新
发展。

2018年，在科技局和财政
局的共同努力下，我市“苏科
贷”项目共为21家中小微企业
融资 1.11亿元，其中“苏科贷”
备案4030万元，“苏科贷”备案
7080万元，超额完成省定全年
1亿元的目标。丁臻 陈苏清

我市2018年超额完成“苏科贷”融资目标

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合理
节约开支，确保新年度财政资金高
效支出，开发区财政所组织各部门
认真开展2019年度预算编制工作。

一是详细梳理 2018年度预算
执行情况，明确各政府预算及部门

预算执行进度。二是制定预算编
制手册，合理合规编制预算。组织
各部门领导参与 2019年度预算编
制会议，会中就2019年度预算编制
的情况及要求与各部门领导进行
沟通讨论。三是组织各部门会计

进行 2019年度预算编制工作的学
习培训，严格执行上级部门对于

“三公”经费进一步压缩的规定。
四是组织开发区财政所工作人员
对各部门上报的预算项目进行统
一会审，集中讨论。五是严格按照
预算编制二上二下，按时保质完成
2019年度预算编制工作。赵明明

开发区财政所认真开展2019年度预算编制

司徒扎实做好2018年秋季秸秆还田补贴发放工作

女子拍掌掴婴儿
视频发朋友圈
被处以治安拘留五日

北京市提高工会慰问标准

生日慰问
提高至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