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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捷顺达物流有限公司豫
RJB26 挂道路运输证丢失，声明作废。

●宋云菊，位于社旗县城郊乡北
京大道南段东侧的房屋产权证丢失，
证号社 20131147，声明作废。

●南阳市卧龙区王村乡小郑
防盗门销售部的营业执照 （注册
号：411303600103801）正本遗失，声
明作废。

●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
社旗分公司豫 R63335 道路经营许可
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西峡县盈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豫 RA2615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的
机 动 车 交 强 险 ， 流 水 号
41001802278679， 商 业 险 流 水 号
41001801320014， 保 险 单 号
PDAA2019411300000006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都晨报》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公开发行的都市报，国内统一刊号：CN41-0104。 凡在本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公告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

△《南都晨报》全国统一刊号，刊发
遗失声明、公告等具有法律效力

△报社公众号、 微信平台同步播
发，影响大、效果好、收费低

△刊登广告方便、快捷，一个微信
（19837709171）即可

售房
●建业森林半岛三期 12 楼，140 平方米，3

室 2 厅 2 卫，精装修。 因孩子出国留学，急售，可
按揭。 咨询电话：13703777806

●人民路南头有一单元房出售， 六楼顶层，
121 平方米，经典三室两厅，大市房产证，出路
好、价格优、可按揭。 联系电话：13503906183

乐苑软籽石榴开始配送
唐河乐苑生态农场突

尼斯软籽石榴全程有机肥
种植，散养鸡鹅除草，太阳
能杀虫灯灭虫，120 米深井
水浇灌，品质优、口感好，粒
大汁多、籽小且软，无需吐
籽、营养美味。

果园直供， 现摘现卖，
新鲜到家。 每箱 6 枚 48 元
起， 免费配送； 诚邀批发，
量大价低 。 预 订 电 话 ：
13663999559

出租
●光武路与工业路交叉口东南大官庄社区，

临大官庄街，三层民居，共 220 平方米，可经商，
可住宿 ， 有车位。 欲整体出租 。 联系电话 ：
15838774932

●工业路兴达花园三室两厅，空调、暖气、家
具等设施齐全，六楼，140 平方米。 市二十一学校
学区房。 长期出租 ， 价格面议 。 联系电话 ：
13782172996

●一高北对门阳光海岸小区一室一厅， 户型

转让声明
白河四坝下游 120 亩

果园欲对外承包、转让。 场
部七亩，水电路通畅，果园
四季有果，紧邻市区，适宜
打造采摘、研学、旅游观光
休闲 基地 。 联系 电 话 ：
13503877177

继今年 7 月份财政部等三部门发文规范中央级差旅费管理之后， 近期各地也陆续
出台了差旅费管理新规。 这项改革既是解决当前存在的不交不收、差旅费转嫁等问题的
务实举措， 更是进一步践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要求的长期制度建
设，有利于推动公务支出管理更趋规范化，营造风清气正、勤俭节约的氛围。

各地落实中央精神，陆续发文明确差旅伙食费和地区内交通费收支管理

出“公差”差旅费管理更有数了

明确标准便于操作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新

规在收交标准上与中央单
位差旅费管理有关规定基
本一致。在单位内部食堂用
餐， 有对外收费标准的，出
差人员按标准交纳；没有对
外收费标准的，早餐按照日
伙食补助费标准的 20%交
纳，午餐、晚餐按照日伙食
补助费标准的 40%交纳。
在宾馆、饭店等餐饮服务单
位用餐的，按照餐饮服务单
位收费标准交纳相关费用。

在交通费方面，各地普
遍要求：“接待单位协助提

供交通工具并有收费标准
的， 出差人员按标准交纳，
最高不超过日市内交通费
标准； 没有收费标准的，每
人每半天按照日市内交通
费标准的 50%交纳”。

在伙食费方面， 按照省
级直属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
差旅费伙食补助 100 元/人/
天的现行标准计算， 早午晚
三餐应分别按照 20 元、40
元、40元交纳费用。 按现行
交通补助标准， 每人每日最
高交纳 80 元， 每半天交纳
40元。

不少地方在具体内容
和操作方式上也提出了一
些新的要求。山东省财政厅
有关负责人介绍：“山东区
分不同情况，分类制定差旅
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
标准，实现标准全覆盖。 特
别是市内交通费标准比中
直机关更加细化，即接待单
位协助提供交通工具的，出
差人员应当按每人每小时
10 元（不足 1 小时的按 1
小时计算）的标准交纳交通
工具使用费，最高不超过日
市内交通费补助标准。 ”

聚焦当下着眼长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白景明告诉记者，
“出差人员自行解决就餐和
市内交通，接待单位若协助
安排，出差人员就得交纳费
用，这是此前就有的明文规
定。 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存
在收和交规范性不够等问
题。 因此，三部门联合发文，
进一步明确了收交标准、财
务管理方式等，以确保这项
制度真正落地生根”。

记者从多位中央单位
公职人员处了解到，自 8 月

1日中央单位差旅费新规正
式施行后，他们到地方出差
都自觉交纳了费用，也都拿
到了相关凭证。

从目前各地发布的新
规看，施行时间大多为今年
8 月 1 日或 9 月 1 日起，这
也符合此前三部门提出的

“具体实施时间可根据各地
实际情况确定”要求。

各省在出台差旅费新
规同时， 也要求各市县结
合本地实际， 抓紧制定出
差人员差旅伙食费和市内

交通费收交管理规定，确
保同步规范。 目前，新规逐
级拓展、 加速落地的趋势
已经形成。

白景明说：“此次中央
单位和各地出台差旅费新
规，既是着力解决当前存在
的不交不收、差旅费转嫁等
问题的务实举措，更是着眼
于长远，进一步践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要求的长期制度建
设， 也有助于营造风清气
正、勤俭节约的氛围。 ”

落实还靠转变理念
专家认为，要确保差旅费新规

有效落地，关键在于转变理念。 中
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
研究院院长乔宝云告诉记者，“要
让差旅费新规充分落地，需要各方
打破惯性思维， 加强法治理念，同
时完善执行和检查程序，确保政策
落在实处”。

根据规定，各地区各部门要督
促接待单位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有关
规定， 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合理制定收费标准，协助安排用餐
应当根据出差人员告知的控制标
准合理安排。

“不论出差人员或接待方，都

应该认识到出差是用公款完成公
务，而不是享受高标准待遇，要坚
定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白景明
建议，由于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
交频次高、费用金额小，各地必须
进一步优化财务管理方式，确保相
关财务工作便捷和高效。 同时，各
地还要按照财政部等三部门要求，
加强对收取费用的管理，做好业务
台账登记，纳入统一核算。

专家认为，随着差旅费管理不
断完善， 有效遏制了转嫁差旅费
用、超范围超标准接待以及由此产
生的“四风”等问题。随着此次新规
全面落地，我国差旅费管理水平将
进一步提高。 ⑧5 （据新华社）

各地出台差旅费新规
近期， 广东、 河南、辽

宁、天津、贵州、山东、陕西、
福建、江西等多地陆续出台
了差旅费管理新规。

今年 7 月份，财政部等
三部门发文规范中央级差
旅费管理，要求中央单位出

差人员自行解决相关费用、
主动交纳，也要求接待单位
按规定收取费用， 不得拒
收。 各地要结合本地区实
际，制定本地区出差人员差
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
交管理规定。近期各地发布

的新规，正是为了落实这一
要求。

各地差旅伙食费和市
内交通费收交标准和方式
是怎样的？ 如何确保这一政
策真正落地？ 经济日报记者
就此采访了相关人士。

除确因工作需
要由接待单位按规
定安排的一次工作
餐外， 用餐费用自
行解决

在单位内部食堂用餐，
有对外收费标准的，出差人
员按标准交纳；

没有对外收费标准的：
早餐按照日伙食补助费标
准的 20％交纳

午餐、 晚餐按照日伙食
补助费标准的 40％交纳

在宾馆、 饭店
等餐饮服务单位用
餐的， 按照餐饮服
务单位收费标准交
纳相关费用。

协助提供交通
工具并有收费标准
的，出差人员按标准
交纳，最高不超过日
市交通费标准

没有收费标
准的，每人每天
按照日市内交通
费标准的 50%
交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