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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湖跨浑河桥合龙
10月竣工通车

2014年度沈阳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审计结果公布

沈个别区挤占
维修资金及收益
1.
5亿元

维修资金
使用程序

沈阳首座飞鸟造型景观桥
于洪至长白岛满融仅需5分钟

7种情况可直接
使用维修资金

云龙湖跨浑河桥“合龙”，系沈阳首座飞
鸟造型景观桥
■沈阳市建委供图

电梯故障危及人身安
本报讯（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端记
者 高巍）日前，沈阳市审计局网站公布了
2014年度沈阳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的审计结果。
2014年，
沈阳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情
6亿元，比
况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5.
6%；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完 成
上 年 增 长 7.
346.
1亿元，比上年增长10%。年终上下级财
1亿元，实现了收支平
政结算后，当年结余0.
衡。

71万元被其他支出占用。
结余资金有796.
有14个部门存在办公费等基本支出占
07万元。23个部
用项目资金问题，
金额1417.
14万元，占当
门年末结转结余资金342276.
06%，与 2013年 末 相 比 增 加
年支出的23.
20742.
9万元。

超5亿元污水处理费未及时
上缴财政

审计发现，截至2014年末，征收部门收
96万元未及时上
取的污水处理费有58868.
37万元被截留、挪用；有
缴财政；有9235.
5963.
89万元应收的施工降水污水处理费未
审计发现，市本级政府性债务还本付息 能应收尽收。
33亿元；
按照有关规定，2009年底前污水处理厂
压力较大。2014年还本付息216.
2015年 需 偿 还 72.
67亿 元 ；2016年 需 偿 还 排水标准应提高到规定标准，但市本级有5
101.
93亿元；2017年需偿还61.
53亿元。
家升级改造工作至今没有完成。同时，污水
2014年市本级10座
此外，审计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 处理再生水回用率低，
不够科学，执行率较低。从预算收入情况看， 污水处理厂中，仅有4家企业的再生水1909
2014年安排预算收入21278万元，实际完成 万吨得到了利用，占处理达标水量61292万
4778万元，占总收入预算的23%；从支出情 吨的4%，远未达到国家规定的15%以上的
况看，安排预算支出30658万元，实际支出 标准；辉山明渠污水处理厂设计日处理能力
3万吨，实际平均每天最高处理1.
66万吨，占
588万元，仅完成支出预算的2%。
设计能力55%。

去年市本级预算实际支出仅
完成2%

23个市直部门加油卡年末余
额超千万
在对23个市直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审计
后发现，燃油费、会议费及培训费支出管理
需进一步规范。
其 中 ，23个 部 门 加 油 卡 年 末 余 额 达
1426.
69万元，
37%；
占当年燃油费支出的15.
23个部门会议费决算支出364.
71万元，仅占
12%，但结余资金有2855.
83
预算安排的11.
万元被其他支出占用；有18个部门培训费决
48万元，仅占预算的59.
25%，但
算支出1176.

个别区挤占挪用商品房维修
资金及收益15332万

!"物业管理单位向相关单
位提出认定申请。
#"相关单位现场认定。
$"经过认定，属于应急维
修范围的，物业管理单位持相
关资料到所在区住宅小区管
理办公室办理维修资金应急
使用确认手续。
%"相关单位按规定组织实
施应急维修和更新、
改造。
&"维修工程竣工后，市、区
住宅小区管理办公室组织业
主委员会'社区居委会(、物业
服务企业、施工单位、工程监
理单位对维修工程进行验收。
维修工程验收合格后，物业管
理单位持相关资料向区、市住
宅小区管理办公室逐级申请
列支维修资金。
)" 市 房 产 局 向 专 户 管 理
银行发出划转维修资金的通
知。
据沈阳市政府办公厅

截 至 2014年 末 ， 沈 阳 市 使 用 维 修 资 金
27381.
97万元，
38%。
仅占缴交维修资金的4.
同时，部分维修资金被挤占挪用。截至2014
年末，主管部门在维修资金利息增值收益中
列支经费5292万元；
个别区维修资金及增值
收益15332万元被挤占挪用。

在商品房维修资金项目方面，审计发
58万元维修资金滞留在售房单
现，有2605.
位；
沈河区新世纪大厦小区有55户未缴存维
部分地区挤占重点项目产业
修资金；有部分维修资金增值收益未按规定
计入业主分户，如目前沈阳市维修资金业主 区建设资金偿还欠款
72%，与现行一年银行
分户计息利率仅为0.
在对重点项目产业区建设资金项目审
定期存款利率差距较大。
此外，维修资金启动难，资金使用率低。 计后发现，部分区、县（市）项目未实施或未

全的

本报讯（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端主
任记者 刘桐）沈阳城区西部云龙湖跨浑河
桥合龙，今年10月，您开车从于洪新城至长
白满融甚至苏家屯区，
最快仅需5分钟。
昨日上午，随着最后一片箱梁架设完
成，云龙湖大桥主体工程宣告完工。
沈阳市建委负责人表示：
“ 该桥预计10
月中旬竣工，南、北两侧待接线道路完成后，
即可投入使用。”

楼体外墙面'含屋檐、
阳台*空鼓、
开裂的
监控设施出现功能障
碍的
消防设施出现功能障
碍的

“钢铁侠”吊装桥板
浑河水未受污染

屋面、外墙面严重渗
漏的
住宅区内的排水管线
损坏，
造成污水外溢的
供水、供电、供气设施
设备 +依法应由相关单位
负责维修的部位除外*损
坏，影响居民用水、用电、
用气的
■晨报图形

杨珊

实施完毕。截至2014年末，
共有79个项目未
按计划实施或未实施完毕。二是部分区、县
（市）挤占补贴资金5950万元，用于偿还以前
年度所欠工程款等；有30851万元补贴资金
用于平衡预算。三是部分区、县（市）未使用
补贴资金56481万元，
资金滞留在相关区、县
（市）财政部门。
据悉，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沈阳市审计
局已依法做出处理处罚提出审计建议。各单
位对存在的问题积极进行整改，有些问题已
整改完毕，下一步，政府将督促有关单位继
续认真进行整改。

带120件物品+爸妈

新生报到

多是父母拿行李

昨日，在沈阳北站、沈阳站出站口处，挂
着胸牌和举着辽宁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沈阳
师范戏剧艺术学院、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
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等大学牌匾或条幅的
志愿者在迎接新生。
在辽宁中医药大学门口，6个红色拱门
写着“辽宁中医药大学欢迎您”等字样，格外
醒目。拉行李箱的女生小夏说，自己是从丹
东来报到的新生，
由爸爸陪着来的。两包行
李里面都是平时的生活用品。
走进校园新生报到入口处，有标牌提
醒，
“ 请2015级新生本人独立办理报到手
续，其他人员请勿进入。独立自主请从报到
开始。”在学校工作人员的要求下，
小夏将行
李交给父亲看护，自己走进了报到区域，办
理登记、领取寝室门牌等手续。
记者发现，校园内拎着大行李的都是来
报到的新生，而且多是由家长帮拿着行李送
来的。有的是父亲拎着行李，女子背着书包
跟着；有的是父母捧着盆、拎着行李箱，子女

跟在后面，一家人浩浩荡荡地走向寝室。

一人带来上百件物品
在辽宁中医药大学2号楼男生寝室一个
房间内，一名女士正在给儿子整理床铺，铺
上从家带来的新褥子并蒙上床单，又从行李
箱内掏出新牙膏、牙刷、洗漱用品，还有台
灯、衣物等一一摆在桌子上。这位女士称，
她
和姐姐一起来送儿子报到，
因家在沈阳本市
就没带太多衣物，只拿了六七双袜子和衣
服，不够再回家取，
“没办法，孩子第一次在
外面住，
当父母的不放心啊。”
中医临床专业的男生小猛说，寝室里数
自己带的东西最多，满满两大行李箱，另外
还背了一个书包。
小猛父亲介绍，他们家住朝阳市，以后
孩子在学校就要独自生活了，
所以东西带得
多了些。小猛的母亲介绍，
特意给儿子做了
一床新的被和褥子，并买了所能想到的新生
活用品。为了奖励考上大学的儿子，还特意
给买了个苹果手机。
记者发现，小猛的行李中有袜子10双、
裤头10个、秋夏衣物二三十件，以及衣服
挂、纸抽、镜子、垃圾袋、刷子等共计40余
样、100多件物品。小猛的父亲指着一个白
钢快餐杯说，怕孩子吃饭不应时，这个杯子
留着儿子叫外卖装吃的用。
小猛母亲一边看着儿子一边将物品装
进床铺下的衣柜内，笑着说：
“这些东西都是
父母的爱啊。”
记者离开时，
看到隔壁寝室一名男生的
父母正在测量床铺，称要给安一个蚊帐，担
心孩子晚上睡觉挨咬。

■偷听

“敢把脏衣邮回家，
我就给你邮回去”
在新生寝室，
几名学生谈起有学校学生
带一堆衣服不洗，
穿脏了邮回家的新闻。
19岁男生小猛：
“那样太丢脸。不打算

积攒一周打包邮回家。”
小猛妈妈：
“你敢把脏衣服邮回家，我就
再给你邮回学校去。”

家人为小猛准备了被褥、
二三十件衣服等大学生活用品
■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端记者

夏铭阳

摄

■行囊清单

有新生带了10双袜子、10条内裤
大行李箱2个、书包1个、苹果手机1个、
暖水瓶1个、钢保温杯1个、电子蚊香2个、纸
抽3个、镜子1个、闹钟1个、快餐杯1个、牙膏
牙刷牙桶1套、黑垃圾袋2包、方便袋5个、指
甲刀套盒1个、衣服挂7个、挂钩3个、充电手
电1个、洗澡框1个、洗发露1瓶、毛巾1个、浴
花1个、收纳箱1包、刷子1个、扫帚1个、插排

1个、碳素笔7支、本子17本、棉签1包、雨伞1
把、盆1个、香皂1盒、洗衣粉1袋、电动剃须
刀1个、袜子10双、裤头10个、毛巾被1个、新
被1个、褥子1个等。夏秋衣服20~30件。
大致数了一下，小猛带的两箱物品里装
120余件。白净的小猛称，自己不
有40余种、
需用护肤品，只用香皂就行。

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
与华商晨报
达成战略合作

希望学生自立 建议家长不要送学
针对南方有高校为送学生报到的家长提
供体育馆、
帐篷、
被服等留宿场所，
辽宁中医药
大学表示，
学校不会为家长提供住宿条件，
要
求家长在报到当天17
点前必须离开学校。
沈阳师范大学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新生

在9月10日报到，学校从来不提供家长住宿
服务，并倡导学生自立来办理入学手续。
辽宁工业大学通过官方微博也发布提
醒，
“为培养大学生自立、自理能力，学校鼓
励新生独自报到，建议家长尽量不要送学。”

■商机

驾校、
外卖、
手机套餐广告打到校门口
新生报到引来附近商家。在辽宁中医药
大学门口，
停有驾校招生的车，
现场招学员。还
有通信公司发传单，
推销校园套餐。还有人发矿
泉水送货的广告单、
附近饭店送2
元代金券。

寝室楼下临街处，栅栏外挤满了销售生
活用品的商贩，不时能看到他们与学生隔着
栅栏交易。
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端记者 杜宝忠

大办婚宴 沈节能监察中心副主任被撤
违规执法、私收“好处费”问题。
2014年10月以来，魏龙滨、王晓飞利用
带领辅警执行区域内巡逻、处理交通违法行
为及交通疏导工作之机，多次违规私自放行
超载货车收取
“好处费”
。魏龙滨受到行政记
大过处分，王晓飞受到行政记过处分，违规
收取的“好处费”
被收缴。
3.和平区长白地区人防指挥所主任科
员刘少先大操大办婚宴问题。
2014年8月31日，刘少先违规为其儿子
超标准操办婚宴共计51桌。刘少先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违规收取的礼金被收缴。
4.沈河区多福社区党委书记张健违反
财经纪律坐收坐支社会赞助款问题。
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张健在担任
多福社区党委书记期间，未按规定将社会各
界捐赠的38576元赞助款入账，
并坐收坐支，
其中的15000元由张健个人保管。张健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

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
为百姓财富增值

■学校声音

沈通报9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四风”和腐败问题案件

本报讯（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端主
任记者 房延彦）沈阳市节能监察中心副主
任大办儿子婚宴，还用执法车给亲属送私人
物品；交警私自收取好处费，违规放行违法
的超载货车；大东区房产局原局长违规发放
补贴问题……
今年以来，沈阳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
肃查处了一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
腐败问题，并于近日对9起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四风”和腐败问题案件进行通报。
1.沈阳市节能监察中心副主任吴兴国
公车私用、大操大办问题。
2014年4月以来，吴兴国多次使用辽
AV2146执法车辆拉送私人物品，看望亲
属。2014年9月27日和10月17日，先后两次
违反规定为其子操办婚宴和答谢宴共计32
桌。吴兴国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
处分，被免去市节能监察中心副主任职务。
2.
沈阳市交警支队民警魏龙滨、王晓飞

为胜利桥
“松绑”
于洪到苏家屯5分钟
云龙湖大桥处于阳光路（大堤路）与南
11米、宽40米，双向8车
三环之间，全长1707.
道，两侧建有5米宽非机动车和人行道，为沈
阳浑河城市段最长的跨河桥。
此外，云龙湖大桥还采取“V”字形的桥
墩，这样就像是一个个展翅飞常的小鸟，并
且此处位于浑河城市段的下游，水鸟较多，
还在桥上人行道上设施观鸟区，成为沈阳最
美的浑河桥。
云龙湖大桥北侧连接于洪区规划建设
的云龙湖街，南侧连通和平、苏家屯区规划
建设的桂花街，这两条规划路建成后，大桥
即可投入使用。目前，沈阳西南部南北向交
通需绕行胜利大桥花费半小时。该桥建成
后，将连接浑河北岸的于洪新城与南岸的和
平长白岛满融地区，进而沟通铁西、经济技
术开发区和苏家屯区，并形成贯穿城市西部
南北的交通干线，实现5分钟跨过浑河。
此外，云龙湖街还将向北延伸至沈辽
路、沈新路，待桥梁通车后，从新民、辽中方
向南下的车辆可不用途经城区就能过境，缓
解城区交通压力。

大学新生报到
本报讯（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端记
者 杜宝忠）揣着新买的苹果手机、带着被
10条内裤、10双袜子，还
褥、二三十件衣服、
有6个衣服挂、7支笔以及镜子、闹钟、手电、
纸抽、刷子等，
装了满满两大行李箱，外加一
书包。
这不是旅游也不是搬家，是19岁小猛
上大学的行囊。
昨日，辽宁中医药大学1660名新生报
到，多数新生由家长拎着行李陪同子女报
到，并送进寝室，给铺好床铺。

昨日，记者在云龙湖跨浑河桥施工现场
看到，桥梁南、北两侧的桥板都已经安装到
位，仅剩下中间部分浑河上方的桥板正在安
装。
由于桥梁处于浑河上空，所以没有采取
常见的城市道路桥梁施工混凝土搅拌车现
场浇筑的方式，而是提前在场地外浇筑完成
预制的桥板箱梁，然后再利用吊车运到现场
安放到桥墩桥固定。
在桥梁上，记者看到有一个长度近百米
的钢铁型的“大手臂”，这个大手臂采取滑动
方式吊起重达百吨的桥梁板前行，然后到指
定的位置放稳安装。这样就加快了桥梁的建
设速度。此外，由于处于浑河水系上方，这样
采取预制桥梁的方式建桥还不会对浑河水
造成任何污染。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三公司沈阳云
龙湖大桥项目经理周延翱表示，桥梁主体完
成后，将进入桥梁引道及附属设施建设阶
段，包括桥面铺装、防撞墙、伸缩缝、路灯安
装等。确保工程在10月中旬完工通车。

5.皇姑区市政排水管理处副处长黄勇
公车私用问题。
2014年4月下旬以来，黄勇多次违反
“公务用车工作时间外必须集中停放”的要
求，擅自将用于现场施工管理的车号为辽
ASR443桑塔纳轿车开回家，并公车私用。
黄
勇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6.大东区房产局原局长杨杰违规发放
补贴问题。
2013年7月至2014年9月，经杨杰批准，
区房产局项目办违规为局领导班子成员、局
机关部分公务员及下属事业单位的工作人
员发放午餐补助，累计支出134350元，杨杰
领取5650元。2013年9月17日，
经杨杰同意，
区房产局违规为局机关及下属单位工作人
员发放实物福利，总计花费30764元。杨杰受
到行政记过处分。
7.新民市张家屯镇哈太堡村党支部书
记黄鑫违规发放补助问题。

该村在2013年及2014年组织“七一”党
员活动中，违规动用村级集体收入，两次为
党员发放纪念品及补助共计11800元。黄鑫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8.法库县叶茂台镇西头台子村党支部
书记黄志和、村主任刘克辉、会计赵汉伟套
取土地流转资金问题。
2011年3月至2013年，法库县叶茂台镇
因开展“设施农业”项目，在西头台子村施行
土地流转，时任西头台子村党支部书记黄志
和、村主任刘克辉、会计赵汉伟利用职务便
52亩，套取私分土地流
利，虚报土地面积39.
转资金。黄志和、刘克辉、
赵汉伟受到开除党
籍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9.康平县二牛所口镇任家村党支部书
记金中国大操大办寿宴问题。
2015年2月26日，金中国违规为其父亲
操办寿宴30桌。金中国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违规收取的礼金被收缴。

2015年8月28日，秋高气爽，大连金融
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与华商晨报社战略合
作协议签约仪式，在诺德大厦46层大连金融
资产交易所会议厅举行。
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董事长李晓光先
生，华商晨报社总编辑刘庆先生，华商晨报
社编委、总编助理严继平先生，华商晨报社
金融事业部主任魏晓瑜女士等出席签约仪
式。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
合作伙伴关系步入新阶段，本着平等互利、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积极推进互联
网金融的全面发展。
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是由大连市国资
委控股于2011年成立，拥有全国24张金融
资产交易机构牌照之一，注册资本达1亿元，
是东北地区第一家金融资产交易机构。大金
所在大连市政府、市金融局、市国资委的指
导和支持下，设立的综合性金融资产和相关
产品专业交易平台。立足大连，
面向东北，
辐
射全国，致力于发展成为在东北亚地区有较
大影响力的非标金融资产交易所，就全国范
围内有较高知名度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未
来，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将打造成专业化、
规范化、标准化的全国性金融资产和金融产
品交易平台，成为各类金融资产的流转平
台、各类生息资产的证券化平台、各类政府
项目的投融资平台、各类不良资产的处置交
易平台、境内资产与境外资金的对接平台以
及线下资产与线上投资人的对接平台。
此次，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与华商晨报
社双方的战略合作的达成，也将为辽宁老工
业基地的再次振兴提供融资方面的助力，为
辽宁百姓的财富增值提供收益高、更可靠的
金融产品。
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端主任记者
肖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