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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結友通宇省財政庁 通宇省入力資源和
社会保障庁 《特友財政部 国家外国寺家局

〈美子印友因公短期出国培り1費用
管理方法〉的通知》的通知

校内各単位 :

現格〔守省財政 FT、 近宇省人力資源和社会保障 lT《 4寺 友

財政部 国家外国寺家局美子印友因公短期出国培ツ|1費 用管理力ヽ

法的通矢口》(〔 財行 〔2014〕 163号 )4々 友給体イ11,i青按要求貫

御抗行。

附件:近 宇省財政庁 迂宇省人力資源 会保障斤 《4寺 友

財政部 国家外国寺家局美子印友因公 コ1費 用管理力ヽ

法的通知》(ミ 財行 〔2014〕 1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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遅財行 〔2014〕 163号

橋友財政部 国家外国寺家局美子印友因公

短期出国培り1費用管理方法的通知

省宣各部11,各市 (不合大逹 )、 鋲中芸、昌国芸財政局、人カ

資源社会保障局:

現格 《財政部 国家外国々家局美子印友 〈因公短期出国培ツ|

費用管理か法〉的通力》(財行 〔2014〕 4号 )装友分休イ1,井錯

合我省実体提出女口下ネト充規定,清一井執行。

一、 美子因公短期出国培切1期同国外城市画交通費河題

因公短期出国培り1期 同国タト城市同交通費的管理わ升支林准

接照《緒友財政部 外交部美子印友〈因公皓叶出国経費管理亦法〉

的理知》(ミ財行 〔2014〕 71号 )机行。

二、 其官要求

各市 (■ )、 各部11要汰真貫御落実房行市釣精神,強化因公



短期出口培ツ1汁支1管理わ経費預算釣束,八戸中批因公短期出国

培ツ1囲鉦,坑寿安排因公維叶出国和因公短期出国培ツ1人員,有

数控制因/Ak短期出国培ツ1姪費支出恙荻。

此文自2014年 4月 1日 起仇行 .

通守省財政斤政法人似文 2014年 3月 31日 印友



家外 寺家
文件

財行 〔2014〕 4号

財政部 国家クト国寺家局美子印友 《因公短期

出国培ザ‖費用管理方法》的通知

党中央各部11,国券院各部委、各宣属机約,全国人大常委会亦

公斤,全国政協亦公斤,高法院,高栓院,各人民団体,各民主

党派,各省、自治区、宣権市、it刻単rll市財政斤 (局 )、 外国寺

家局,新暑生声建没兵困財券局、外国寺家局:

根楯中共中央政治局 《美子茨邊工作作ス、密切瑛系群A的

八項規定》的要求わ 《党政机美房行市釣反対浪費条例》的精神,

力逃一歩規疱因公短期出国堵ツ1費用管理,我ず]研究制定了《因

公短期出国培サ1費用管理亦法》(以下筒称 《亦法》),現印友分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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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l,情決真遵照執行。

情各地区各部11各単位根据 《外法》基本原all和要求,

実瞬制定具体規定,井予2014年4月 1日 前撤送財政部各案。

附件:因公鐵 出国培サ1費用管理方法

錯合

国
資
目
雷
団
２

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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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因公短期出国培切1費用管理か法

第一条 力逃一歩規苑因/AX短期出国培ツ1費用管理,か

張預算監督,提高資金使用数益,保江出国培サ1工作的版利

牙展,根悌《党攻机美房行市力反対浪費条例》等法律法規,

制定本赤法.

第二条 各象党的机美、人大机美、行政机美、政lll机

美、常興机美、栓察机美、民主党派、人民困体わ事上単位

(以 下筒称各単位)因公短期出国培り1費用的管理適用本亦

法.

第二条 因公短期出国培サ|,是指各単位逸派各炎寺立

技木人員わ管理人員到日外逃行 90人 以内 (不合 90夭 )的

立券培〕)。

第四条 因公短期出国培り1泣 当堅持強化預算釣東、仇

化培ツ1第構、因事立項定人、加張監督管理的原則,芦控費

用規模,芦格汁剣執行。

第二条 因公短期出国培ツ1費用錆入預算管理。各単位

安排因/Ak短期出国培り1項 目立当実行姿費預算先行中核,元

預算或超預算的不得安排出国培〕|。

第六条 因公短期出国培〕1実行十支1申核常批管理。姐

鉄、外寺等有美部日立当か強出口培ツ1的 恙体規災1,戸格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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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出国培シ1規模,科学没畳培ツ1項 目,禅仇地派培ッ1対象,

注重出回培ツ1的反量和実数。

第七条 各単位庄当建立因公短期出国培〕|十畑有預算

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俎曰単位泣当填根 《因公短期出国培

)1任分わ預算常批意見泉》,由 出国培サ1管 理部11わ財外部

11分別常核井出異常答意几,扱隆本単位頷早赤公会或党塩

(党委)常決碗定。培ツ1任弁、培サ1費用預算中核未理辻的,

不得rll入単位出国培ツ|十支1,不得安排出国培ツ|。

第八条 因公短期出国焙サ1費用升支落田包括:培ツ1費、

国踪旅費、国外城市同交ill費 、住宿費、侠食費、公染費和

其他費用.

其中,培〕1費足指出国培サ1囲姐用千授保、翻挙、坊租、

資料、深程悛十ヽ対口上弁考察或立券実践活動等在日外培

)1所必須友生的費用.

第九条 国昧旅費、国外城市同交通菱、住宿費、侠食

費、/Ak染 費、其他費用的管理要求和升支粽准参照 《因公皓

培ツ1費升支接本赤法所附分国家わ地区林准執行,井在

規定的林准之内据実椒硝.

出国培ツ1囲塩需在国内升晨預培ツ1和 培サ1恙 錯所友生

的費用,参照国内培〕1費相美規定机行。

第十条 鯉困単位和培)1項 曰境外承亦机胸双方立当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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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培サIIII袂,明碗培ツ1費用的明如支出項目.

国家外国寺家局対培サ1項 目境外承赤机杓定期邊行資

格決定和監督栓査,決定結果子以公升。

第十一条 中央財政安‖卜出国培サ1寺項姪費,対寺上技

木人オ、高技能人オ、水村実用及社会工作人オ美培〕1予 以

重点資助.

第十二条 由外方資助出国培ツ14費 的,各単位不得重

隻文付。外方対費用升支有明碗規定的,接其規定執行;没

有規定的,参照本亦法規定的林准和要求執行。外方姿助姪

費不足以弥オト規定培ツ1費用升支的,可以接熙本か法的牙支

林准,由各単位ネト足其費用差板部分.

第十二条 培〕1人員口国報硝費用叶,泣 当党出国任弁

批件和出口培)1常核件,填撮 《因公短期出国培)1費用根備

単》,井附各項姪費升支右数票裾。

各単位財外部口鹿当対因/AN短期出口培)1困坦提供的

出国任券批件、学照 (包活答IE和 出入境泥彙)彙印件及有

数費用明如票据邊行袂真ヤ核,戸格接照批准的出口培り1困

塩人員、人数、路銭、姪費預算及升支林准核硝姪費,た出

部分不得核備.

第十四条 各単位不得俎象汁茂1外或菅fll性 出国培サ1項

目,也不得安拌熙願性反、元実反内容、元実豚需要及参現

考察等一般性出国培ツ1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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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培サ1曰鉦在日外期l・|,原只1上不贈送札品,

一律不安排宴清.

培ツ1田鉦戸禁接受或交相接受企事立単位姿勁,戸禁向

同坂机美、下坂机美、所属単位、我駐外机粕等樺派或特塚

出国培ツ|夕用。

第十六条 建立出国培〕1項 目信息公升制度和成果共享

机制。除渉密内容和事項外,各単位泣当杵培シ1的項目、内

容、人数、姪費等情九,以通当方式邊行公升.

第十七条 各象出国培ツ1管理、外事、財政、常汁等部

11升因公短期出国培り1項 目執行情光わ培ッ1費用管理使用

情況逃行定期或不定期栓査.

各単位泣当建立健全因公短期出国培サ1項 口内部監督

栓査机制,毎半年向同坂出国培)1管理、外事、財政部11根

送本単位因公短期出国培ツ1項 目仇行和費用使用情況。

第十八条 各単位以及培)1人員逹反本亦法規定,有下

/11行力え一的,相美升支一律不予振備,井接照 《財政逹法

行力炎研人分条例》和 《党攻机美房行市釣反対浪費条例》

等有美規定予以炎理:

(一 )元預算或未埜財券部11同 意安排出国培)1項 目

的;

(二 )iFt規拡大出国培ツ1費用升支落El的 ;

(三 )檀 自提高出国培〕1費用升支林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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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虚根培ツ1困塩人数、夭数等,套取出国培ツ1費用

的;

(五 )使用虚仮票据扱硝出国培〕1費用的;

(六 )培ツ1期 日存在錨張浪費、公款旅洋行力的;

(七 )其他it反本亦法的行力.

第十九条 各単位因公短期た香港、澳11、 台湾地区培

サ1釣 ,適用本か法.

第二十条 硫有必要到未列培ツ1費牙支棒准的国家 (地

区)牙晨因公培ツ1的 ,可接照盗沸社会友展水平相近的国家

株准執行.

策二十一条 国有企立和其他机杓因公短期出国培ツ1参

照本赤法机行.

第二十二条 本亦法由財政部、国家外国寺家局負責解

群.

策二十三条 本か法自2014年 4月 1日 起施行.国家外

国寺家局、財政部 《美子出国 (境 )実ヨ培)1田塩集体升支

的培ツ1費林准わ管理赤法的暫行規定》(外寺友 〔1994〕 162

号)及国家外国寺家局、財政部 《美子ilH整短期出日 (境 )

培ツ1生活費升支林准和部分国家培ツ1費 千群的通知》(外寺

友 〔2002〕 95号 )同時友止.

附:1.因公短期出国焙サ1費升支林准表

2.因公短期出国培ツ1任券和預算申批意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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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 /Ak短期出国培ツ1費用報鋼単 (参考泉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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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因公短期出口培サ1費汗支林準表

序 号 国家 (地区) 市神
培り1費

(毎人毎夭)

工洲

1 締 国 美元

０
乙 日本 日元 8400

3 印度 美元

以色列 美元 ｒ
Ｕ

泰 口 美元

新加城 美元 80

番港 港 千 500

欧洲

徳 国 欧元

英国 英謗 56

10 荷三 欧元

瑞典 美元 90

丹麦 失元

都戚 実元 90

意大利 欧元 48

一
〇 比利吋 欧元

ｒ
Ｖ

16 奥地利 欧元 48

瑞士 美元

18 法 国 欧元 60

19 西班牙 欧元 48

20 芽差 欧元 66

愛示三 欧元 59

22 匈牙利 美元 63

23 俄夢斯 美元

美洲

美日 美元

り
ι 加拿大 美元 80

巴西 美元

大洋洲

27 澳大利王 美元

28 新西笙 美元

1トツ‖

29 南半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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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因公短期出口培〕1任奔わ預算申裁意見泉

項目4称

項目単位 困K(象別 ) 国員人数

培洲口璃

〈合最伴 )

培刊pl同 (天数 )

出口培刊任多ヤ核薫几

中核単位 中核日期

ヤ核依据

ヤ核内容

培〕|口 林或必要性:

培)IHI同 和国剤足否符合親え:

培inl日 程え否符合規え:

培測囲虹人数え否存合規定:

其他事項:

常核薫几

預算オ各申核意見

ヤ核準位 ヤ核日翔

官核俵零

ヤ核内容

資金

来源

及全墳

1.列入年度預丼 (人民千) 九

春汁 培〕1妥 口海蒸, 住書費 債会表 公崇妻
国外裁市ロ
交通費

其他費用

2.外ガ資勁 (折合人民千) 元;外力名林:

合十 堵封費 り澪旅費 住宿妾 侠食女 公森安
日外城市ロ
交ミ費 共他費用

書説明

事項

宰核薄几

-10-



附 3:

恨備単位:

因K:

因/AL短期出目培刊費用根備単 (参考表洋 )

4R備 口期:

奎手人:

項目名棒

困F姓名 培刊目劇 (合最帯 )

立派出人数 美除咸行人数

出国日期 ギ 月 日三 年 月 日共 夭

序 号 汗支内容 市lll 全   額 単据贅数 各  注

培 ‖ 費 Ht凛 始単据

住 宿 費 rl原 始単据

供 査 費

公 祟 費

5 城市国交通費 附原始単据

6 口 棒 旅 費 lt原 始幕据

7 共 他 費 用 附源始革据

合   十 大写 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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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升逸項:主劫公升

抄送:財政部駐各省、自治区、五轄市、it畑単ダ1市財政監察寺員亦

事変.

財政部外公斤 2u4+2n27a fr k
二宇省教育斤財券炎 zo|4+4AnaAe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