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件
局

公室

津财行政 E⒛ 14〕 2号

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关于天津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因公

出国 (境 )经费开支范围

和开支标准的通知

市级各行政事业单位 :

根据财政部 外交部《关于印发(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

)的通知》 (财行 E⒛ 13〕 516号 )规定,现将我市党政机关工

作人员因公出国 (境 )经费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通知如下:



一、因公出国 (境 )经费开支范围包括:国 际旅费、国外城

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和其他费用。

二、因公出国 (境 )经费有关开支标准按照财政部 外交部

《关于印发(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行E2013〕

516号 )规定执行,详见附表。

三、本通知自⒛14年 1月 20日 起实施,此前与本通知不一

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各国家和地区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开支标准表

办公室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各区县财政局。

天津市财政局办公室 zO14年 1月 17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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絷

备国宋和地区隹宿女
`伙

食宥、公杂扌开支楱谁泰

序号 日宋《地区) 蚀审 币砷
隹宿9

(每人每天 )

伙个i
(午人◆天)

公杂女
t舒人每天〉

置洲

I 宋古 关元 叻 so s5

胡鲜 夫元 90 30

3 韩 国 苗尔‘釜山∷,济川 失元 ΙD0 3s

4 光州、西归泔 夫元 IJo 70

5 英他城市 芙元 i50 70 :s

∷6 日本 东京 日元 20000 1∞m sO00

7 大阪·京部 日元 】BOG9 】0000 铆

8
稻冈、札戈、长七·

名古屋
日元 140m 10000 sO0o

9 英他城市 口元 90m 1mOo s00o

缅句 央元 m s0 Js

巴窑斯坦
伊斯兰堡、拉舍尔、

卡拉青
芙元 1s5 :0 JB

空达 关元 ,o so ●

J

共化戎市 关元 m 臼 m

拓里兰卡 关元 Ⅱ o 臼 so

马尔代夫 央元 160 s0 m

盂加拉 关元 1so m 栩

伊∷拉克 失元 :70 m m

阿拉伯联合酋长回 央元 200 so o

也 门 萨邪 失元 Ⅱ 0 so ss

亚 丁 关元 90 so 3s

共他城市 柒元 m so 9s

阿∷攴 美元 1so 50 ●o

伊 朗 失元 9s so 仰

科戍特 柒元 90o 70 婀

沙特阿拉伯 利雅待 英元 ⒛ o 9o 0o

古达 夫元 】40 
’

70. ●o



序号 日宋 〈地区冫 钱审 币砷
隹宿六

(衫人铎夭)

仪个夕
(每人年天9

公衤女
(铒人每天 )

英他城市 关元 120
7
∷ 0o

巴林 芙元 1fo ss 0o

以色列 关元 200 m

巴助斯坦 关元 【80 70 JQ

文莱 类元 奶 ;s

印皮 新穗里、加尔备答 芙元 m 3s

盂买 炎元 200 so 3s

共他城市 类元 1ss so 35

不丹 失元 !‘0 so i
J

越茚 河内 美元 90 m so

胡芯明 芙元 召0 ●0 so

其他城市 美元 m so

束埔莱 荚元 100 00 30

老牡 荧元
n
冫 ●o 30

马来西∷亚 芙元 Ι10 s0 ss

菲件突 美元 1J0 m 3s

印皮尼西业 美元 Ⅱ
·
■5 90 3s

本帝汶 尖元 lso Jo ss

泰国 攴谷 关元 Ⅱ00 so Bs

宋卡 美元 【10 so Bs

清迈、孔墩 关元 90 35

其他城市 类冗 Bo 50 3s

析加坡 关元 220 s5 栩

阿:汗 关元 :00 ⒛

尼泊尔 关元 】40 50 ss

柒巴嫩 美元 Iso ss

塞浦跨JW 美元 】00 40 35

约旦 关元 so ss

土耳英 女卡拉 芙元 4s s0

伊斯坦布尔 夫元 s0

共他城市 类元 90 50

叙利亚 类元 g。 ss

卡塔尔 荚元 10o ‘o 0o

备港 港币 1sO① 500 mo

琰门 港币 1200 500 000



序号 日永 (地 区) 拄市 币种
隹亡i

(每人抒天,

仪食费
(每人每大冫

公巾击

【年人每天 ,

台清 芙元
‘

B

非羽

马达加斯加 塔邓邓利佛 失元
i
氵 m

·w so

搭马塔夫 类元 100 m m

其他出市 失元
n
, sB ;o

喀麦隆 失元 :20 so 3s

多讶 大元 ■‘0 4B

科特迪瓦 夫元 :20 so

摩洛丹 失元 130 go m

It 阿尔及利亚 芙元 1B0 s5

卢旺达 芙元 1s0 sz 0o

凡内置 央元 ss

坎塞俄比亚 失元 210 so ss

卮立恃里亚 失元 Ⅱ0 so 3s

荚架比克 失元 I70 so “

塞膏尔 关元 zJ0 s0 ss

肯尼置 芙元 19s 50

利比亚 失元 】0o so 3s

安砑拉 失元 仰 60 仰

费比亚 尖元 4s 0s

几内亚比绍 夫元 4s ss

突尼拓 芙元 Im 奶 ss

布睑逆 关元 Iso 0o “

莱索托∷ 夫元 :∞ 3‘ :o

汴巴布韦 关元 【20 4s Bs

尼目利亚 呵布贸 关元 270 0o s‘

拉各如 英元 300 ⑷ :s

英他城市 关元 脚 jo 3s

毛里求新 央元 Ⅱss m ,s

索马里 柒元 【⒛ so ;5

苏丹 荚元 :0o 0o 32

凤宁 夫元 Im ss Bo

马 旦 荚元 :s0 so 3s

乌千达 类元 E90 so 3∷s



序号 日宋 (地匹) 城市 币种
隹书安

〈每人年天 9

仪女女∷
(每人每天 )

公岁夕
⒈每人每天 )

妾拉利昂 关元 |ss 50 Bs

96 古布提 美元 J0 as

塞内加尔 荧元
z
口 so 0s

冈比正 关元 1饣o so :s

加蓬 类元 Im m 9s

+日0 失元 140 50 ˉ Js

布甚纳法索 失元 【40 50 Bs

102 毛里塔尼∷业 夫元 IJ0 55 3‘

lO3 尼日尔 失元 10s so

乍抖 失元 290 m

亦追几内∷亚 芙元 20o so

加纳 芙元 200 so

坦桑尼亚 达采斯萨拉姆 荚元 Ig0 so 9s

桑纷巴尔 荚元 so ss

其他城市 尖元 】0o so ss

110 刚果 (金 ) 柒元 俐 m ,s

刚采 怖 ) 荚元 170 so Bs

坎及 荚元 170∷ 铷 ss

圣多类和普林

西比
关元 I70 s0 Js

详茨瓦纳 荚元 190 铷 Js

南非
比勒陀利亚∷η约告内斯

堡
类元 170 m 55

开艹欤 央元 alo m ;‘

铊班 荚元 1so so

共他球市 柒元 tm 90

纳米比亚 美元 【四 3s so

斯威士兰 芙元 :钔 so ,s

利比旦亚 夫元 19s m s‘

锑得角 芙元 I20 stl ⒊5

科摩罗 芙元 19o 40 ,s

南苏丹 芙元 I‘o 40 3z

马拉轻 芙元 130 m 3s

玖羽

罗马尼亚 布加tt斯特 失元



序母 口永 〈地区 9 出帘 币神
隹饣∷夕

⒈钅八钅禾冫

伙△,∷

t每八锋六|

公拙:扌

`午

人艹天)

康斯坦妾 关元 90 m 仍

其他城市 芙元
"

m
∷

40

马其钣 荚元 :20 铂 3s

斩洛文尼置 欧元 卿 so 25

波黑 芙元 100 0o
丶
:

克罗地王 类元 I=o 40 ss

阿尔∷已尼亚 柒元 ls0 :s so

1ao 保加利亚 芙元 Ⅱo ●
● 35

锇罗拓 英斯科 关元 9ss 4s ‘0

1“ 哈巳罗夫斯克 类元 ⒛ o 4s 40

叶卡技琳堡、圣饺侍堡 美元 i70 4‘ 钔

伊尔库茨克 类元 im 4s 40

其他城市 类元 :‘o 0s 仰

立昀宛 关元 :9o 4s 3s

141 拉脱维皿 欧元
"

0s 2s

受沙尼亚 欧元
"

:‘

乌克兰 基辖 关元 4s Jo

嵌铱护 关元 1Jo 4s ●o

英他城市 失元 扣 4s 羽

阿击拜驻 关元 Iso 4s ‘0

】47 亚美尼亚 柒元 i0o 4s Ⅱ

格宅古亚 类元 1so 45
"

古尔古斯斯坦 比什凯克 芙元 钿 0o

共他城市 美元 m

塔吉克∷斯坦 失元 2I0 刂s m

土库爻斯坦 关完 45 m

乌茁刖克斯坦 烙什干 荚元 ‘o 32

裱马尔竿 关元 00 32

其化城市 芙元 90 0o ::

自锇罗斯 荚元 BBQ ds 扪

啥萨克斯∷埋 阿斯心纳 荚元 :Jo 0s 00

珂∷拉木田 失元 900 4s

英他城市 关元 Ⅱ00 0o

序尔多瓦 关元 90 ‘‘ ‘o

波兰 华抄 美元 【s0 so 刂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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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曰宋 (圪区冫 城市 币种
隹宙i

〈每人每天 )

仪个女∷

t每人每天冫

公势9
t每人每天)

革但浙克 失元 i;o so 奶

英他城市 央元 】20 s0 00

‘

D 椿曰 柏林、汉堡 酞元 Iso 60 38

来尼愚 欧元 】;o m sa

法兰克福 砍元 1m m sB

167 共他撼市 欧元 】20 m .i  sB

苻兰 海牙 玟元 】so ‘o sa

呵坶斯特丹 欧元 I,o Jo 38

央他城市 砍∷元 uo so 臼B

忠大利 罗马 欧∷元 l‘o ‘s 3g

米兰 畋元 10o ‘5 :8

佛罗伦萨 畋 元 I0o “ 彐B

其他拄市 欧元 丘Io ss aB

比利时 欧元 1m Jo J8

臭地利 畋元 I四 m 38

希腊 畋元 1土● ss as

法 国 巴豢 欧元 1so ‘o 40

马女“巧特拉斯堡、

尼斯.里涕
欧元 】m m 40

180 英他城市 欧 元 1⒛ f0 40

西班牙 欧元 1石 ω 38

卢縻堡 欧元 1m 55 BB

痰尔兰 吹元 】20 m sB

葡有牙 欧元 !30∷ 60 3B

芬 兰 欧元 10s 60 翎

文克 关元 !‘o 4s m

斯洛伐克 欧元 90 m

匈牙利 芙元 I80 45 Cs

瑞典 荚元 080 so

丹麦 美元 200 m

挪燕 关元 900 :o so

192 墙士 荚元 20o so

冰岛 美元 z0o ‘5 so

马耳他 欧元 9o 3J z5

查尔轾亚 央元 【20 刂o m



序号 日永 〈地区冫 残市 币带
隹亡扌

(督人午天 )

仪女女
C每人每天 )

GkR扌
(妊人每天)

196 黑山 欧元 90 0o △z

】97 荚曰 伦挟 芙菅 刂5
●

J

】9B 殳彻斯特
`爰

丁堡 夹镑
J
’ 45

Ι

J

共他城市 荚畲 刂5

‘ 失洲

美日 华盛顿 英元 910 Js 0 4‘

旧全山 芙元 250 ss 4s

202 休斯顿 芙元 】m ss 4s

203 波士顿 关元 250 ‘s 刂s

20+ 纽妁 美元 245 ss 4g

205 芝加哥 关元 220 5s 4s

2“ 洛杉矾 夫元 200 ss 4‘

艾减攵 央元 ⊥9s ss 4s

其他城市 美元 】m 55 刂‘

加伞大
渥太华ˇ多伦多●

卡尔加里t宋特利尔
芙元 2【0 45

210 温讶华 类元 猢 ss 4s

英他城市 类元 1叻 ss 4s

壬西哥 狂西矸 芙元 1m s1l 4s

帝华纳 关元 1⒛ ‘o 4s

214 英他城市 失元 :m 0s

215 巴西 已西利置 芙元 】f0 so 4s

21‘ 圣保罗 央元 ,00 50 0s

里约热内卢 美元 zJ0 ‘o 0s

其他城市 关元 1s0 50 45

牙买加 美亢 it0 50 Js

特立尼迭和劳

巴砑
莰元 1so 50 45

厄瓜多尔 芙元 190 40 39

阿根砭 荚元 130 50 刂5

鸟拉圭 荚元 lss 刂o 45

智利 圣地亚哥 失元 IBs 4, 4s

伊燕克 芙元 1:0 47 45

226 女托法加挢塔、陌里卡 羡无 i10 09 刂s

其他城市 类元 1m
J
’ 0s



`

序号 日宋 (地区) 城市 币砷
隹宿女

(舒人每天 9

仪仑△∷

(每人每天〉

公宋女
(每人每天 ,

讶伦比亚 波矸大 关元 190 Jo 3s

麦铬林 关元 1Lo Bo s5

卡塔赫纳 芙元 Jo “

其他城市 荚元 IOo do

巴巴多斯 美元 zso m 0s

圭亚那 美元∷ i‘o m “

古 巴 关元 i3s 硐 :7

巴拿马 失元 tJ5 ds

格林纳达 柒元 l9o Js

安提瓜和巴布

达
类元 1s口 m

"‘

2:8 秘仓 荚元 140 0o 0o

939 玻利络亚 荚元 110 sJ so

940 尼加拉瓜 美元 120 0s 4s

荪里市 荚元 n1● m 4s

委内瑞拉 夫元 m 4s

海地 关元 】Bo ds 0s

波多芥备 荚元 1s0 45 4‘

245 多米尼加 关元 1s0 0s 45

多米尼克 荧元 no 4s ●s

2(? 巴哈马 芙元 抑 0s 45

圣卢西亚 柒元 肭 4s ‘s∷

249 网艹巴岛 柒元 2" 45 4s

母斯达黎加 关元 i,0 刂s 0o

五
太洋洲及太平泮

~岛屿

攻大利亚
堪培拉、怕斯、

布里斯班
失元 IB0 60 钾

丞尔本,悉尼 荚元 z0o Co

253 共他城市 央元 ▲m m so

254 枋西兰 关元 】Bo m

萨庠亚 美元 170 刂7 4s

斐济 苏瓦 关元 190 4s so

柚迪 类元 m 4s so

其他城市 关元 Ⅱlo ‘s so

巴布亚新几内亚 失元 sso ss so



序号 崮永 (地区9 拄市 币肴
住宙,

t每人铎天 )

狄个女∷

(每人每天
^

⒎公杂i
(艹人每六)

2‘o 峦克罗尼∷西主 芙元 40 Jo

马绍尔群岛 失元 120 $ :g

瓦努阿日 芙元 1Jo ss Js

'
ο 基旦巴斯 吴元 I,s s5 0s

场加 失元 1fo ‘o “

拍劳 美元 l⒛ ‘o “

‘

∷
库克群岛 芙元 上m ‘0 弱

267 所岁闸祥岛 美元 20o ‘o ,s

法Ⅱ臼尼汪 荚元 i40 ‘o ss

法Ⅱ汶矛刂尼啻业 英元 2m ‘o 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