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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財行 〔2014〕 71号

結友財政部 タト交部美子印友 《因公皓吋出国

経費管理方法》的通知

省宣各部11,各市 (不合大逹 )、 緩中晏、昌困芸財政局、外事

亦/Ak室
:

現格《財政部 外交部美子印友〈因公皓叶出国姿費管理亦法〉

的IIE知 》(財行 〔2013〕 516号 )著友分体佃,井身合我省実昧提

出力下ネト充規定,情一井机行。

一、 美子出坊期同国外城市同交通費向題

1.出 国人員根据出サ任券需要在一全国家城市同往来,必須

在出す十北1中 列明,井 llR清省外事部11批准后方可ダ1入預算.

2.対批准的城市同往来,已在預算中賄共国棒瑛j/R机票的,

不再安君}城市同交ミ費;未在預算中賄要国隊咲城机票的,根据

出す任券接毎人 200至 500美元核定,其 中:出す西企城市毎人

接 200美元核定,出労二企城市毎人接 350美元核定,最高力毎



人 500美元。対副省象以上人員接上述林准的 3倍核定。出す期

同友生的城市同交通費在上述林准内免有数原始票据据実技硝。

二、 美子礼品費牙支同題

ネL品 費升支要芦格接照有美規定仇行。原ス1上不対外贈送オL

品,副 省象以上代表囲碗需贈送ネL品 的,按毎一邊清国不足辻 1000

元人民市核定預算。

三、 美子副省級以上人員住宿費弄支河題

副省象以上人員出労住宿接照規定安帯普通套房,住宿費可

按一般出す人員住宿林准的 2倍核定,所友生的住宿費在上迷林

准内免有数的住宿費票据据実根鋼。

四、 其官要求

各地区、各部11要決真貫御落実房行市釣精神,強化因公帷

叶出国姿費預算釣東,八汗申批因公出国囲姐,精筒仇化出国囲

俎数量、人数,有残控制因公皓叶出口変費支出恙板。

此文及下友え口た机行。省財政斤、省外事外《特友財政部 外

交部美子Fp友 く皓叶出国人員費用升支林准和管理外法〉的通AII》

(lII財行字 〔2001〕 541号 )同 時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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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オイテ〔2013〕 516 1計

財政部 タト交部美子印友 《因公皓吋

出国径費管理亦法》的通知

党中央各部日,国券院各部委、各宣属机掏,恙后勤部、武警恙

部=全国人大常委会亦公斤,全国政協亦公斤,高法院,高栓院,

各人民国体,各民主党派,各省、自治区、宣籍市、汁支1単列市

財政万 (局 )、 人民政府外事亦公室,新覆生声建没兵囲財弁局、

外事局: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 《美子政邊工作作ヌ、審切瑛系群A的

人項規定》的要求わ 《党政机美房行市釣反対浪菱条例》的精神,

力邊一歩規落因公皓吋出国経費管理,我 Fll対 《維吋出国人員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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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升丈粽准和管理か法》(財行 〔2001〕 73号 )蛯行了修資.魂杵

修iT后的 《因公皓叶出国姿菱管理か法》(以下筒称 《か法》)印

友給休佃,情袂真遵照執行。

清各地区各部11各単位根据 《亦法》基本原All和要求,結合

実豚制定具体規定,井子2014年 2月 1日 前扱送財政部各案。地境

地区有頻繁出国任券的,由所在省 (自 治区)財政斤根素実昧情

況制定本地区因公皓叶出国変費升支株准わ管理亦法,井千2014

年4月 1日 前教送財政部各案.

附件:凶公皓叶出国姿妾管理赤法

-2-

劣
仄



附件

因公皓吋出国径費管理亦法

第一章 患lll

第一条 力了邊一歩規疱因/Ak皓 叶出国姪費管理,か張 、

預算監督,提高資金使用数益,保江外事工作的版利升晨 ,

根据 《中準人民共わ国預算法》、《党政机美厠行市釣反対浪

費条例》等法律法規,制定本亦法.

第二条 本赤法適用子各級党政写机美、人大攻協机美、

申封机美、栓察机美、民主党派、人民囲体和事立単4■i因 /Ak

姐派艤EI代表國象的省部坂以下 (合省部級 )出 国人員 (以

下筒称出国人員 ).

第二条 各地区各部11各単位因公姐派皓叶出国囲4泣

当堅持強化預算釣東、仇化姪奏結杓、房行動金市釣、沸求

券実高数的原nll,芦 格控制因公皓叶出国規模,規疱因公皓

叶出国姪費管理.

第二章 預算管理和汁tlJ管理

第四条 因公皓El出 国姿費皮当全部納入預算管理,井

接照下夕1規定机行:

(一 )各象財政部11泣 当加張因公皓叶出国経費的預

算管理,汗格控制因公皓叶出国経費恙数,科学合理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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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Ak帷 叶出国多費預算.

〔二)各地区各部11各単位泣当か張預算硬釣束,次真

貫御落実房行市釣的要求,在核定的年度因公皓叶出国姿費

預算内,券実高数、精筒市釣地安樹}因公皓叶出国活動,不

得超預算或元預算安‖}出す田鉦.碗有特殊需要的,接規定

程序技批.

第二条 出す囲姐実行it彙1常批管理,井接熙下rll規定

挽行:

(一 )各地区各部11各単位皮当よ真貫御中央有美外事

管理規定,科学制打年度因公皓叶出国it畑 ,大真履行因公

簾叶出国十刻扱批制度,戸格控制因公皓叶出国田象人数、

国家数わ在外停留夭数,正硫挽行限量管理規定。塩國単位

わ派出単位要明碗責任,進派出、進久責.

(二 )因公皓Ft出 国泣当堅持因事定人的原All,不得因

人我事,不得安劇}照願性
～
元実反内容的一般性出坊,不得

安君卜考察性出す。

(三 )各坂外事部11皮 当か張困公皓叶出国十た1的 市核

常批管理,芦格把美,対 it反規定、不近合成行的困俎予以

調整或者取消。駐外使信答彙国内因/Ak雌 叶出国征求意見

叶,泣 当戸格履行把美取責。

第六条 各地区各部11各単位出国変費的支付,泣 当戸

格技熙国岸集中支付制度わ公券十管理制度的有美規定机

-4-

１

１



行。

各地区各部11各単位泣当戸格執行各項経費升支林准,

不得檀自突破,芦禁接受或交相接受企事立単位資助,芦禁

向同象机美、下象机美、下属単位、企上、駐外机杓等搾派

或終嫁出す費用.

第七条 各地区各部11各単位皮当建立因公皓Ef出 国

it畑 与財券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出 サ国象立当事先填技 :

《因/Ak皓 叶出国任券わ預算申批意見表》(兄附 1),‐ 由単位

外事わ財外部11分力1出具常答意几,明碗常核責任.出 国任

券、出国多費預算未理辻申核的,不得安‖卜出す囲4.

第二章 姪費管理

第八条 因公絡nt出 国姪費包括:国躊旅費、国外城市

同交通費、住宿費、秋食費、公染費和其他費用.

国豚旅費,足指出境口岸至入境口岸旅費.

国外城市同交壇費,是指力完成工作任券所必須友生

的,在出す国家的城市場城市え目的交ミ費用.

住宿費是指出国人員在日外友生的住宿費用。

供合費是指出国人員在日外期l・1的 日常侠食費用。

公衆菱是指出国人員在日外期目的市内交通、岬屯、亦

公用品、必要的小費等費用.

其化費用主要足指出国各IIF_費 用、始需的保隆費用、防

疫費用、国粽会袂注肝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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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国沐旅妾接照下ダ1規定執行 :

(一 )地拝姪済合理的路銭。出国人員泣当仇先逸捧由

我口航空/Ak司 モ菅的国豚航銭,由子航班行接等原因補需地

捧外国航空公司航銭的,庄当事先扱姪単位外事和財外部日

常批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銃道旅行,或 以辻境4又交相増

加出す国家わ叶l・|.

(二 )接照経済itt用 的原只1,通辻政府釆驚等方式,地

捧仇恵票分,井尽可能驚異往返机票。

(三 )因公皓叶出国驚異机票,須経本単位外事和財券

部11申批同意。机票款由本単位ミミ公券十、銀行特敗方式

支付,不得以現金支付。単位財券部11泣 当根楯 《航空近輸

屯子客票行程単》等有数票据注明的金額予以損鋼 .

(四 )出 国人員皮当芦格接照規定安梓交通工具,不得

乗坐民航包机或私人、企止和外国航空公司包机.

(五 )省都級人員可以乗坐■机共等船、蛯船一等船、

人事高象軟臣卜或仝列軟席夕1率的商券座;司 局坂人員可以来

坐■机/Ak券船、乾船二等船、火キ軟臣卜或全ダ1軟席列率的一

等座;其他人員均乗坐■机姪済船、蛯船二等船、人事硬臣ト

或全Jll軟席rll率 的二等座.所乗交通工具船位等象畑分有以

上不一数的,可乗坐同等水平的船位。所乗交通工具未没畳

上迷規定中本坂男1人員可乗坐船位等須的,庄乗坐低一等級

船位。上述人ス友生的国豚旅費据実猥硝。

(六 )出 国人員乗坐国隊列キ,国 内段接国内差旅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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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規定執行;国外段/1e辻 6小 叶以上的接自然 (日 所)天

数it算 ,毎人毎天ネト勁 12美元。

第十条 出国人員根据出労任券需要在一全国家城市同

往来,庄 当事先在出国itた1中 列明,井損本単位外事わ財券

部1lIIL准 .未 rll入出国十刻、未姿本単位外事わ財外部|コ 批

准的,不得在日外城市同往来.出 国人員的旅程必須接照批

准的十北1仇行,其城市同交通費党有敷原始票据据実報硝.

第十一条 住宿費接照下Jlt規定枕行:

(一 )出 国人員泣当芦格接照規定安帯住宿,省部象人

員可安引FttIIE套房,住宿費据実根硝;斤局坂及以下人員安

劇}粽准同,在規定的住宿菱林准え内予以技備.

(二 )参加国豚会決等的出国人員,原 nll上位当接照住

宿費林准執行.力対方鍾象単位指定或椎孝酒店,泣 当芦格

把美,邁辻均介方式洪緊安樹},超出費用林准的,須事先報

経本単位外事わ財外部11批准。姪批准,住宿菱可据実根弔.

第十二条 秋合費ゎ公奈費接照下711規定執行:

(一 )出 国人員供合費、/Ak染 費可以接規定的株准友給

杢人包千使用口包千人数接高、祇我国国境え日十算.

(二 )根据工作需要和特点,不宣企人包千的出サ困塩,

其侠合費わ公染費由出サ囲姐統一掌握,包千使用。

(三 )外方以現金或実物形式提供秋合費和公染費接待

我代表囲鍾的,出 国人員不再領取侠合菱わ公染費。

(四 )出 テ用餐泣当動金常釣,不上高楷菜肴わ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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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餐也要注意市企。

第十三条 出坊囲鯉対外原則上不塙宴清,携需宴青的,

泣当逹同出国十支1-井報批,姜青林准接熙所在国家一人一

人的侠食費林准掌握.

出す囲虹均我国駐外使頷傷等外交机絢和其他中資机

胸、企立え同一律不得用公款権互宴音。

第十四条 出す曰象在日外期同,牧授ォし品泣当戸格接

有美規定仇行。原ヌ1上不対外贈送札品,碗有必要贈送的,

泣当事先損隆本単位外事和財外部11常批同意,接照房行市

金的原nll,地棒具有民族特色的妃念品、特坑手工乞品わ実

用物品,朴素大方,不求奢準.

出す囲俎均我国駐外使飯信等外交机杓和其他中資机

杓、企上え同一律不得以任何名又、任何方式互贈ネL品 或妃

念品.

第十五条 出国答通費用、防疫費用、国豚会袂注舟費

用等免有数原始票据据美根硝.根据至1坊 国要求,出国人員

必須殉異保険的,皮 当事先扱姪本単位外事わ財外部11批准

后,接照到労回駐準使頷信要求驚異,覚有数原始票据据実

扱硝.

第十六条 出国人員口国技硝費用叶,須免有妓票据填

板有困塩久責人申核答字的国外費用扱備単 (具体表格由各

単位制定 )。 各粋扱梢免ijE須 月中文注明弄支内容、日期、

数量、金額等,井由姪赤人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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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単位財外部11泣 当根据本亦法制定本単位財券扱硝

常批的具体規定,加張対因公皓叶出国囲理的姪費核硝管

理.各単位財外部11泣 当対因公帷叶出口困鯉提交的出国任

券批件、夕照 (包活答II和 出入境泥乗)隻印件及有数費用

明如票幡逆行袂真常核,戸格接熙批准的出国困象人員、天

数、路銭、姿費預算及牙支粽准核硝経費,不得核硝有出す

任弁元美的牙支。

第十七条 中央各部11根据出国姪費預算,錯合実隊驚

氾需求,自 主核定本部11及其所属単位殉江数板,通せ財政

部批准的人民市資金敗声,向 外江指定銀行苅采外氾.

省級財政部11根据本鉄各部11わ下坂財政部11的 申清,

自主核定本地区驚江数板,井磯定一家外江指定銀行具体亦

理胸江手象。

第四章 盟督栓査

第十八条 除渉密内容和事項外,因 /At皓 叶出国姿費的

預決算泣当接照預決算借
`息
公牙的有美規定,及叶公牙,主

功接受社会監督。

第十九条 各吸外事、財政、常汁等部11対因公皓叶出

国情況邊行定期或不定期咲合栓査.各鉄財政部11泣 当定期

或不定期対各部

'1各

単位因公絡Ff出 国姪菱管理使用情兄

逃行監督栓査.常汁部11泣 当対各部11各単位因公怖計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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変菱管理使用情況邊行中十.

財外部11泣 当建立健全因公皓叶出国田姐内部監督栓

査机制,毎半年向同象外事、財政部11縦送本部11本単位因

公皓叶出口姪身使用情死.芦格接照預算墳数管理的有美規

定,か張因公腋叶出回姿費預算境敷澤介,切実提高預算姿

金的使用敷益。

第二十条 俎囲単位皮当釆取集中形式,対日俎全体人

員逃行行前財姪免律教育.対出国人員it反本赤法規定,有

下列行力え一的,除相美升支一律不予報備外,接熙 《財政

逹法行力史蜀人分条例》等有美規定芦粛炎理,井追究有美

人員責任:

(一 )逹机ケ大出国姿費升支落目的;

(二 )檀 自提商姪費汗支林准的;

(三 )虚扱困俎級男1、 人数、国家数、人数年,套取出

国姪費的;

(四 )使用虚候友票扱備出国費用的:

(五 )其他竜反本赤法的行力.

第五章 附 スリ

第二十一条 各地区各部|コ 各単位因公皓叶赴香港、

|]、 台湾地区的,造用本亦法.

第二十二条 各地区各部11各単位可以根据本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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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実体制定具体規定,猥財政部各策.迪境地区有頻繁出国

任券的,其因公皓叶出国奎費升文林准わ管理方法由所在省

(自 治区)財政FT根据実膵情苑制定,井技財政部各案。

第二十二条 対与我新建交或未建交国家,相美姪費汗

支林准哲接熙姪沸水平権近的部国林准仇行.

第二十四条 財政部、外交部根据出す国家或地区姪沸

友晨、物介等交功情現,対相美変費牙支粽准近Ff調整.

第二十五条 国有企立和其他因公皓Ff出 国人員参照本

外法机行.

第二十六条 本赤法由財政部、外交部久責解粋.

第二十七条 本亦法自友布え日起 30日 后施行.財政部、

外交部 《美子印友く佑叶出国人員費用升丈林准わ管理方法〉

的通知》(財行 〔2001〕 73号 )わ財政部、原中国民用航空

恙局 《美子加張因公出国机票管理的通知》(財外字 〔1998〕

283号 )同 時疲止.

附:1.因公皓叶出口任券和預算常批意几表

2.各国家わ地区住宿菱、侠合費、公染費升支粽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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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臓II出 国任券わ預算常批意見表

各注:出 す国塩和単位財弁都11泣対各項支出的測算わ常核微洋鮨悦明.

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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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理名称

象困単位 田K(鉄別 ) 囲員人数

出す国夕1(合隆停 ) 出サFt同 (夭数)

出国任弁常核意見

常核単位 常核日期

常核依据

常核内容

是否列入出国十支1:

出す曰林和必要性:

II同 わ口別足否符合規定:

路銭是否符合規定:

囲班人数是否符合規定:

美他事項:

常核意几

預算財多常核意几

常核単位 常核日期

宰核依据

中核内容

え否列入年度預算:

合十 国豚旅費 仁宿妾 秋合ケ /AN染 費 其他費用

須事先根批的支出事項:

其他事項:

宰核意几

-12-



r          ・

附 2:

各国家力地区住宿費、供合費、公染費牙支林准表

序号 国家 (地 区 ) 城市 市群
住宿費

(毎人毎天 )

供合費

(毎人毎夭 )

公染費

(毎人毎天)

工洲

1 索古 美元 90
"

35

2 朝鮮 美元 40

3 赫ロ 首水、各山、沸州 美元 180

4 光州、西

"浦

美元 160 35

5 共他城市 美元 150 35

6 日本 末京 日元 20000 10000 5000

7 人浜、京都 ヨ元 18000 10000 5000

福月、北滉、長崎、

名古屋
ヨ元 14000 10000 5000

共他城市 日元 9000 10000 5000

壊旬 美元 90 50 35

巴基斯埋
伊斯三堡、拉なが、

十拉奇
美元 〕0

奎ム 美元 70 30

其他城市 美元 60

斯里三十 美元 30

当ホ代夫 美元 1611 50 30

孟力ti 美元 150

ケ位克 美元 170
`0

Fttra嵌合首【国 美元 200

也11 語郡 美元 35

工 丁 美元

共他城市 美元 50 3S

阿受 美元 150 50 40

伊朗 美元 95

科皮特 美元 200 40

汐特目拉rl 利雅得 美元 200 40

吉迷 美元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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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 (地 区) 城市 市書
住樹費

(毎人毎夭 )

供会費
(毎人毎夭 )

公森費

(毎 人毎天 )

共他城市 美元 120

巴沐 美元 160

以色列 美元 200 40

己勒斯坦 美元 180 70 .  40

文菜 美元 130 35

印度 新億里、力外各答 美元 50

薫異 美元 200 50

其他城市 美元 155 50

不オ 美元 50

起南 河内 美元 90

胡恙明 美元 80 40 30

共他城市 美元 40 30

東城纂 美元 100 40 30

老撻 美元 90 30

島未西エ 美元 50

羊体実 美元 130
だ
０ 35

中度尼西エ 美元 50

末青決 夫元 130 35

泰ロ 受谷 美元
２
０

末十 美元 110 50

清辺、札敬 美元 50

共他城市 美元 50 35

新か城 美元 40

阿富汗 美元 100 ，
０ 30

尼油外 美元 140 50 35

黎巳燎 美元 150 50

喜浦路斯 美元 100
`0

釣旦 美元 50 3S

上昇其 安十拉 美元 105 45

伊斯坦布ホ 美元 150 45

美他城市 美元 45

叙利エ 美元

十誉ホ 美元 160 60 40

呑港 港千 1500 500

決11 港 千 1200 5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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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口京 (地区 ) 繊市 市寿
住宿費

(毎 人毎夭 )

供会費

(毎人毎夭〕

/4●森費

(毎人毎夭)

台湾 美元

+灘

■込か斯か 磐郎郡利佛 美元 130 38 30

導島尊夫 美元 100 38 30

共他城市 美元 90 38 30

喀麦隆 美元 120 50 35

多青 美元 48 3S

II特逍瓦 美元 50

摩洛汗 美元 50

日本及利工 美元 180 55 35

声旺迷 美元 :30 32

几内エ 美元 35

埃ま俄屹工 美元 210 50 35

厄支持里工 美元 50 35

莫桑比克 美元 50

基舌ホ 美元 240 35

青尼工 美元 50 35

利叱エ 美元 160 50 35

安牙拉 美元 400 40

賛叱エ 美元 150 45

几内工屹錮 美元
，

Ｊ

`5
炎え斯 美元 100 40 35

布磨迪 美元 150 35

来索托 美元 100 J5 30

|1巴布キ 美元 33

尼ヨ利エ 円布頁 美元 270 60 35

拉各新 美元 300 60

其他義市 美元 250 60

毛里ま新 美元 155 35

彙弩里 美元 35

が丹 美元 ，
，

興宇 美元

島里 美元 150

島千迷 美元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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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 〈地 区 ) 城 市 軍希
住宿費

(争人争天 )

供合費
(与人毎大 )

公秦費
(年人毎ス )

喜拉利 昂 美元 15S 50 ，
，

昔布掟 美元

基内力本 美元 165 50

図叱王 美元 170 ，
，

か苺 美元 60

申非 美元 =  35

101 布基瑞法索 美元 140 50

毛里塔尼エ 美元 130 ，
０

尼 日本 美元 115

乍得 美元 220 50 35

赤道几内エ 美7E 200 35

か索 美元 200 50 35

107 坦桑尼王 ムス新諄拉舞 美元 180 50 35

桑分Eホ 美元 210 50 35

共他城市 美元 16o 50 35

剛果 (全 ) 美元 50 35

剛果 (布 ) 美元 170 50

埃及 美元 50 35

基多美わ薔ネ

百陀
美元 170 35

114 博茨瓦摯 美元 170 50 35

115 南キ
化勒確利ェ.力繊内斯

堡
美元 ，

Ｊ

オ普敦 美え 210 50 ，
Ｊ

117 撻糞 美元 150 50 ，
コ

共他城市 美元 :30 50

幼米叱エ 美元 140 35 30

斯威士三 美元 150

利叱里エ 美元 195 50

122 佛得角 美元 50

科摩ダ 美元

南芥丹 美元 160

125 勇拉彙 美元 130 50 35

欧酬

ノ島尼エ イかお新特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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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口家 (地区 ) 裁市 手希
住宿費

(毎人毎夭 )

供全費
(毎人毎大 )

/AN森 費

く毎人毎大 )

康斯ll察 美元 90 50

其他裁市 美元 80 50

弩共概 美元 120 50

斯洛文泥エ 欧元 30

波黒 美元 40
ヽ
３

克夢地エ 美元 120 35

日本巳尼エ 美元 150 35 30

保か利エ 美元 35

俄夕新 英斯科 美元 40

嗜巴夕夫斯克 美元 200 40

叶十掟ネ堡、委彼得堡 美元 170

伊外痒茨克 美元 150

美他城市 美元 140 40

立陶充 美元 35

141 拉脱彙エ 欧元 90 35 25

愛渉尼工 欧元 90 25

143 島克三 基禁 美元 100 40

裁苺評 美元 130 40

其他城市 美元 80 40

FI塞井羅 美元 150 ０́ 40

王美尼エ 美元 45 40

お各吉エ 美元 150

吉本音新斯坦 tL什凱克 美元 230 40

共他城市 美元 40

磐吉克斯坦 美元 210 45 40

上庫受斯垣 美元 45

島董別克新埋 塔什千 美元 40

撒島外早 美元 100 40

共他城市 美元

白俄′新 美元 45

事藤克新坦 日婿導熱 美元 160 40

町拉本四 美元 200

其他城市 美元 140

摩ホ多瓦 美元 45 40

波三 準汐 美元 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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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口京 (地 区 ) 城 市 手粋
住宿費

(毎人毎ス )

供会費
(毎人毎ス )

公豫姜
(毎人毎天 )

革但斯克 美元 130

共他城市 美元

“
疼 国 柏ホ、ス堡 欧元 150 60 33

165 革尼黒 欧元 130 60 38

法三克福 欧元 180 60 38

共化城市 欧元 120 60 .  38

有三 海 牙 欧元 150 60 ■
Ｊ

目対斯特斤 欧元 170 60 38

共化城市 欧元 130 60 38

171 意大fl ノ当 欧元 160 65 38

米 ニ 欧元 140
‘
０ 38

佛フ俗所 lt元 120 65 ■
Ｊ

其他裁市 欧元 110 65 38

叱利叶 欧元 160 60 38

史地利 欧元 140 ‘
９ 38

希謄 欧元 110 55 35

法 国 巴黎 欧元 150 60 40

■姜、斯特拉斯堡、

尼新、三昴
欧元 130 60 40

180 其他城市 欧元 120 60 40

181 西班牙 欧元 125 ‘
９ 38

声森堡 欧元 160 55 38

183 愛本三 欧元 120 60 38

菊萄牙 欧元 130 60 38

券三 欧元 145 60 40

掟克 美元 160 50

187 斯洛伐克 欧元 90 ，
′ 30

句牙利 美元 180

189 瑞共 美元 80 50

丹麦 美元 200 80 50

椰威 美元 80 50

瑞士 美元 200 70 50

ネ島 美元 200

島耳他 欧元 90 25

基本象エ 美元 1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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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曰東 (地 区) 繊市

“

希
住書費

(毎人毎夭 )

供会費

(毎人午夭) (毎人毎天 )

196 黒 山 欧元 90 30 22

英国 々敦 英警

受脅新特、愛T堡 英警
′
賛

其他城市 英犠

四 美洲

美国 準盛飯 美元 55 ‐  45

201 lB全山 夫元 250 45

休新坂 美元 180 55 45

203 波士坂 美元 230 55 くS

盤釣 美元 55 45

芝力子 美元 220 55 45

洛杉机 美元 200 55 И
ヽ

夏皮東 美元 195 4S

共他城市 美元 160 45

力全大
渥大幸、多佗多、

十外カニ、彙特痢ホ
美元 2:0 45

温千争 美元 240 45

其他城市 美元 190 45

墨西■ 墨西毒 美元 150 50 45

帯争熱 美元 120 50 45

美他職市 美元 100 50 45

こ西 巳西利王 美元 160 50

昼保´ 美元 240 50 45

里釣燕内声 美元

218 共他城市 美元 150

牙美か 美元

220
特立尼ムわ多

巳千
美元 180 50

厄八多本 美元 120 40 ２
Ｊ

打根足 美元 45

島拉圭 美元 135 50

営利 各地王子 美元 135

伊基克 美元
`7

安托法ル斯導、打二十 美元
`7

45

英化戒市 美元 l llrl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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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ロネ (地 区) 城市 手粋
仁宿費

(毎 人毎夭 )

供合費
(毎人毎夫 )

公魚奏
(母人毎天 )

228 ■俗化工 波青大 美元 190 35

麦痣ネ 美元 110 35

十塔赫幼 美元

共他壌市 美元 100 35

巴己多斯 美元 250 60

三I郡 美元 160

t巴 美元 135 37

235 巳傘勇 美元 135 4S

格林瑞ム 美元 190 45

安長八中巳市

ム
美元 lStl 60

事各 美元

致利準エ 美元 110 30

尼か拉八 美元 120

241 鉢里芦 美元
２
２

`5
242 委内瑞拉 美元 230

243 海地 美元 180

演多黎各 美元 150 ′
や

245 多米尼カ 美元 150 45

多米尼克 美元 120
`S

2`7 巳今■ 美元 220
`5

45

晏声西エ 美元 200

Fr書 巴島 美元 200 45

■斯迷黎カ 美元 120 45

一ユ
大洋淵及大手洋

島崎

決大利エ
堪培拉.輪新.

布里斯班
美元 180

墨ホ本.悉尼 美元 200 60 50

253 其化城市 美元 160 60

新西三 美元 180 60

255 辞摩王 美元 170

`5
実済 赤瓦 美元 190 50

楠逍 美元 45 50

共他城市 美元

259 巳布工新几内エ 美元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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