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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8日08:37 陈女士来电：
我们住在会展南五路这里，去前埔南区小学、大

同小学，都得走一里地，坐18路公交车到前埔医院，还
得再走一站地，特别不方便。如果有101路经过明发
海景站，孩子上学就很方便了。 （朱素敏记录）

9日 13:51 林先生来电：
我是金湖社区上湖社的居民，我们这里长期没

有公交，我们村庄距离46路公交车终点站超过一公
里，坐车非常不方便。公交集团也来看了，让我们跟
街道反映，以街道的名义去申请小公交。希望金山街
道能重视起来，让我们出行更方便。 （邱艺莹记录）

8日16:22 黄女士来电：
我要表扬3路公交车司机。我老妈八十几岁了，

早上要去第一医院，当时车上人很多，司机就让我们
从后门上，我很感动。而且他每个站都是稳稳地停，
稳稳地开，不急刹，不急转弯，对待老弱病残孕都很照
顾。他的车也很干净，让乘客感觉很舒适。司机工号
是2488。

另外我想反映一件事：3路车有两部车型跟大部分
车不同，不太好认。 （朱素敏记录）

9日13:02黄女士来电: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坐 3 路公交的早班车去上

班。我们早上五点五十就坐3路公交莲花站的首班
车，车牌尾号是 3713。司机很早就到了，他就把手
机放在前排座位上，做了几下俯卧撑，然后就坐到
驾驶座上开车。

开了一会儿，司机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
可能是放座位上忘了拿，被人拿走了。当时就有乘客
打电话帮他报警。这位司机是个替班的司机，他也是
一位很好的司机，开车很稳，看到老年人上车也会经
常要求乘客给老人让座。其实坐那个早班车的差不
多都是固定那些人，所以没有必要那样做，捡到了就
赶紧还给人家。希望通过日报反映一下，让捡到的人
赶快把手机还给人家。 (谢宇明记录)

@阿璃小妞儿
罗宾森广场的彩色印像理发店，店员想给我推

销一个价格58元的护理，当时我头发已经打湿了，凉
凉的。店员又不给洗，一直在那推销，我觉得很烦，就
答应了。然后店员就给我抹了跟护发素一样的东西，
洗吹都不到半小时，结账时说必须付现金，我说不能
从卡里扣吗？她说卡里扣的话是88元，另外洗头要
20元，而且不能退卡。

郁闷《与防弹装甲车合影 跟聪
明警犬“躲猫猫”》11日
B02版

读者 陈俊峰：利用警营开
放日，让部分市民进入警营体
验生活，感受警察优良的作风
和先进的装备，机会难得。同
时日报图文并茂详细介绍活动
情况，极大地满足了广大读者
的需要，既长了见识，又扬了警
威，活动很有意义。

《创和谐幸福征迁的“厦门
模式”》11日A02版

读者 黄集群：征地拆迁是
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只
有汇聚民心、凝聚民智、群策群
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记者向读者讲述了如何化解征
迁难保障重点工程的顺利进展
的小故事，也让人们看到只有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动迁
群众的话语权、议价权，耐心听
取并积极采纳群众的意见建
议，及时做好宣传、引导和解释
工作，才能真正实现平稳过渡、
和谐征迁。

《老小区“重生”居民自发
庆祝》11日A04版

读者老撷：记者直击现
场，先锋营小区在短短的60天
里完成了生活、文化、社会环境
和谐统一的蝶变，让祖祖辈辈
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有了“归属
感”、“自豪感”和“认同感”。

这是读者最喜欢的新闻！
因为让民众享受好环境、过上
好生活，是维护群众根本利益
的顺民心、得民意之举，同时也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
化的需要。

《砸 了 50 万 没 做 成
App》11日B05版

微友“秋千”：创业失败的
原因分析得很透彻，讲得也很
中肯，感谢他们的分享，让想创
业的人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本报记者 陈露露 整理

又到了铁皮石斛的最佳采摘季
节——此时采摘营养价值最高。铁
皮石斛鲜条加入冰糖榨汁，营养、健
康好口味。鲜条切片后清炖、煲汤更
是清热生津。铁皮石斛好吃难种，种
植石斛长达六年的“玉书生”愿意将
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

38岁的“玉书生”从事 IT行业，
闲暇时光种植花草是他最大的爱好。

“玉书生”说，2009年接触石斛后，就
彻底爱上了这种兰科植物。目前，“玉
书生”在自家只有5平方米的阳台上
种植了近500盆石斛，70多个品种。

在“玉书生”的阳台上，最多的还
是铁皮石斛。“很多人用土壤来种植石
斛，其实是个误区。”“玉书生”说，最好

是水苔培育，并且不能给水过多，让根
部充分接触到新鲜空气。“玉书生”经
常让自己的铁皮石斛享受“日光浴”，
但避免烈日暴晒。“种植铁皮石斛选盆
时不要看植株的大小，而是要看根，以
刚好装得下为宜。”“玉书生”提醒，浇

水宁愿少，不能多。春、秋季节“玉书
生”选择晚上给水，冬季则选择白天给
水。“石斛病虫害较少，切记薄肥勤
施。要把植物当成有情感的生命，顺
应其生长需要，最好能用自己的感觉
去体验石斛的生长环境。”“玉书生”
说。

在朋友眼中，“玉书生”种石斛入
了迷。亲赴广东、云南等石斛原生
地，体验当地气候、温度、湿度、土壤
以及植被环境。哪些石斛品种喜干，
哪些石斛品种喜湿，“玉书生”了如指
掌。回到厦门后，“玉书生”尽量用不
同的种植介质、盆器及浇水频率模拟
有利于石斛生长的原生地环境。

文/图 本报记者 邓宁

失落
初恋因分隔两地已成过去
蓦然回首，本报微信网友“夏天”

这才发现，她与第一位微信好友早已
失去了联系。“有些人虽然让你记忆
深刻，却不得不放手。”“夏天”回忆
起，自己是2012年5月开始使用微信
的。“那时候刚换了手机，初恋男友就
成了第一位微信好友。”

2013年，“夏天”通过公务员考
试从山东老家来厦门定居。因为远
隔千里，“夏天”的恋情无疾而终。“夏
天”说，距离远了，不知不觉就没了消
息。尽管如此，“夏天”依旧希望留在
家乡的第一位微信好友能开心顺利。

欣慰
第一个微信朋友成了嫂子
“微信朋友圈里的第一位好友是

我嫂子，当然有联系。”本报微信网友
“耕天下”感慨，开通微信那年，哥哥
嫂嫂还在谈恋爱，现在他们早已携手
步入婚姻殿堂。

“耕天下”是泉州德化人，来厦门
那一年，哥哥是他在异乡唯一的亲
人。“后来，哥哥有了相爱的女友。”

“耕天下”记得，2012年初，朋友中开
始渐渐有人使用微信。可当时“耕天
下”忙于工作，对这些时尚的新事物
疏于了解。“2013年4月，为了传一张
图片，哥哥的女朋友教会我使用微
信。”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感叹变化颇
大的“耕天下”说，第一位微信好友早
已成了我的嫂子，因为小侄儿的出
生，我也当上了长辈。

感恩
大学同学影响自己择业观
“与第一位微信好友不仅经常联

系，他还影响了我的择业观。”网友
“追风少年”说，那是自己的大学同
学，爱吃包子是他给众人留下的印
象。”“追风少年”的第一位微信好友

“浮生”除了自己狂热地爱着包子外，
还经常请身边的人吃包子。“总是吃
这个有营养吗？人体需要的维生素、
矿物质能摄取全面吗?”充满好奇的

“追风少年”因为这件事，学起了营养
学。两年过去了，对营养学越来越感
兴趣的“追风少年”考取了营养师资
格证，当起了行家。

文/本报记者 邓宁
供图/“耕天下”

朋友圈热晒“我和微信的故事”

“第一个微信朋友”
勾起往事一串串

微话题

微人物 IT男家中种了500盆石斛

这两日，朋友圈里流行晒起
“我和微信的故事”（想知道为什
么会晒这个，晒这个又引起什么
好玩的事，可点击查看本报昨日
微信《一阵混乱，朋友圈智商捉急
的人都出现了。。段子手也来
了》）。其中，页面上显示的“你的
第一个微信朋友，你们现在还在
联系吗”让不少网友诸多感慨，有
感恩有欢笑，也有失落。昨日，本
报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本报微信
网友，来听听他们和第一个微信
朋友的故事吧。

现在是铁皮石斛最佳采摘季节。

“耕天下”的第一个微信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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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改革是推动政府简政放权的一个
重要抓手，事关厦门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营造，
事关每一个公民和企业的切身利益。为将这一
改革过程“原汁原味”地展现在群众面前，让群众
第一时间直面人大监督的全过程，实现“民有所
呼，会有所应”。2015年 6月 26日，市人大常委
会首次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手机App和官方
微博微信等平台，全媒体直播“我市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情况”专题询问，让市民坐在家里，看着电
视，刷着手机，就能清楚地知道人大如何监督政
府工作，感受人大监督的公开、透明。

这场专题询问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围绕“体
外审批”现象、中介机构规范、诚信体系建设等问
题，向市审改办、市委编办等28个部门的负责人
提出询问。据悉，市委、市政府对此次全媒体直
播专题询问高度重视，多次召集部门部署工作开
展。市人大主任会、党组会详细制定询问方案，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道溪亲自把关，反复修改。
此次专题询问领导之重视、规格之高、触及问题
之深、互动性之强，皆让人耳目一新。

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直播取得圆满成功，
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好评。

盯紧“钱袋子”财政“用于民”
市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锐意创新，以四个首次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决算审查监督

首次实现全口径预算审
查监督：政府的所有收

入和支出，包括公共财政、政
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
社保基金等四部分预算都要
纳入政府预算，接受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审查和监督。

首次听取政府性债务
管理报告：我市预算监督不
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口
径，而且做到了全覆盖、全
过程。

首次要求政府部门到
会说明预算：有利于完善机
制加快固定资产投资推进
进度，强化预算总体监督和
个体监督的有机统一。

首次开展审计整改情
况满意度测评：人大对财政
的审查监督彻底扭转了过
去图形式、走过场的现象，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文/陈冬 肖小环
政府是怎样花钱的，财政“蛋

糕”切得是否科学合理，纳税人的
钱花得正确不正确、值得不值得、
效果好不好？这不但是老百姓最
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市人大常委
会最为关注的问题，因为这关系
到厦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支
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
权力机关作用，加强对政府全口
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为
实现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让政府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
刃上，让百姓看得明明白白，近几
年来，市人大常委会一直把看紧
政府“钱袋子”作为监督工作重
点，依法履职，锐意创新，一步步
地推动人大预算监督工作从程序
走向实质。2015年，市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更是创新频频，亮点纷
呈，在全面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
决算的审查监督、助推美丽厦门
建设中，向全市人民交上了一张
漂亮的“成绩单”。

在2015年 2月举行的市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市财政局局长
韩景义以书面形式向大会提交了《厦门市
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5年预算草案
的报告》，晒出我市的财政“账单”。

此举意味着我市人大首次实现对政
府“钱袋子”的全口径预算监督。有代表指
出，这表示政府所有收支将全部纳入统一
管理，不存在游离于预算外的政府收支。

何谓全口径？即政府的所有收入和支
出，包括公共财政、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
营和社保基金等四部分预算都要纳入政府
预算，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审查和监督。

近年来，市人大在做好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审查的同时，逐步拓展预算
监督领域。2011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提
交市人代会审议批准；2014年年初，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提交市人代会审议，从而首次将

“四本账”（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完
整提交人大审议和表决，避免了部门单位多
头申请、预算重复安排情况的发生，提高预
算准确率。

事实上，为了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能
够落到实处，我市前后3次修改完善《厦门
市预算审查批准监督条例》。特别是新《预
算法》出台后，我市根据新《预算法》，结合
近几年预算监督实践，并借鉴其他城市经
验，采取委托第三方修法形式对《条例》进
行了修订。去年12月24日，市十四届人大
第三十一次会议更是以高票表决通过了
《条例》（修订草案）。

2013年 6月，我市出台了《厦门市政
府性债务管理暂行办法》，通过政府规章
的形式，将全市各级政府债务管理的范
围、程序等标准确定下来，强化了政府性
债务的管理。

然而，市政府的“债袋子”究竟有多

大？债务是怎么借的、用到哪？无论是老
百姓，还是人大代表，对这些债务并不清
楚。2015年10月，抓住新《预算法》出台
和中央关于政府性债务管理方式转变的
契机，在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
议上，受市政府委托，市财政局局长韩景
义首次作了关于政府性债务收支管理情
况的报告，从而全面完整摸清了政府的

“家底”，至此，我市预算监督不仅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全口径，而且做到了全覆盖、
全过程。

多年来，市实行“一个部门一本预算”
的规定，以增强部门预算的主体责任。

今年，为了进一步重点推动增强市级政
府投资项目的部门主体责任，厦门将原来由
发改部门统一编制市级政府投资项目预算，
逐步改为由项目管理单位分别编制，其中包
括：交通建设项目由市交通局负责，市政建设
项目由市市政园林局负责，水利建设项目由
市水利局负责，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由市建
设局负责。

此番改革，强化了主管部门责任，也暴露
出一些问题。对此，去年10月召开的市人大常
委会分组审议1—8月预算执行进度和预算调
整方案时，首次将预算执行进度慢的4个部门
主要负责人“请”到现场，向常委会组成人员说
明原因、后几个月改进措施以及明年的打算。

这一做法，给政府部门很大的触动，一
方面有利于完善机制以加快固定资产投资
推进进度，另一方面部门在编制明年预算时
责任感也更强了，从而强化了预算总体监督
和个体监督的有机统一。首次实现全口径

预算审查监督

首次听取政府性
债务管理报告

首次要求政府部门
到会说明预算

加强人大监督，促进审计整改，只有起
点没有终点。一直以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
专题听取审计部门关于市本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汇报，支持审计部门
依法履职，充分利用审计成果，督促审计查
出问题的整改落实，促进审计整改落实工作
取得较好成效。

对于当年整改难度大、一时无法到位的
审计事项，采取跟踪监督、个案监督，直至达到
基本满意为止。多年来，每年底市人大常委会
都听取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并作为
制度固定下来，强化了市政府作为审计报告整
改主体责任，监督落实整改成效。

“纳税人的钱是怎么花的？”“审计查出
的问题到底整改了没有？整改情况如何？”
2015年 12月举行的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除了专题听取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外，还对审计查出问题的
整改情况首次开展满意度测评。至此，人大
对财政的审查监督不再是“审了也白审、说
了也白说、提了也白提”，彻底扭转了过去图
形式、走过场的现象，人大对财政的审查监
督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首次开展审计整改情况
满意度测评

助推行政审批改革
首次全媒体直播专题询问

厦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厦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
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加强对市加强对市
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
督督，，助推美丽厦门建设助推美丽厦门建设。。图为正在图为正在
建设中的厦门轨道交通建设中的厦门轨道交通11号线工号线工
程程。。（（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协云王协云 摄摄））

2亮点

3亮点

4亮点

▲去年6月26日，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对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专题询问进行全媒体直播。（肖小环 摄）

▲去年11月17日，市人大代表视察“关于促进
小额贷款公司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议案”办理情
况。（肖小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