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要求，深入推进 

政府预决算信息公开，2018年市对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决

算细化到具体项目，按项目编制分地区决算，并对专项转移

支付绩效目标进行了简要说明。 

二、2018年市对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执行数，对项目

明细中的涉密项目予以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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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所得税基数返

还、成品油税改革税收返还、其他税收返还（体制上解）、增

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其中，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

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发[2015]10 号）、《国务院关于实行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定额返

还的通知》（国发[2016]71号）设立；所得税基数返还根据《四

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的通知》（川府发

[2012]11 号）设立；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根据《国务院

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国发[2008]37 号）

设立；其他税收返还（体制上解）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

改革完善省与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分税制财政体制的

通知》（川府发[2014]9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下划省级

税务直属分局征管税收的通知》（川府函[2016]221 号）设立；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广

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26 号）设立。 

2018年市对区税收返还决算数为 259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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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性转移支付是指以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为目标，选取影响各地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按统一公式计算

分配给地方的补助资金。中央财政从 1995 年起设立均衡性转

移支付。根据《2016 年省对市县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2016

年各地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额主要根据人员增支政策需求、标

准收支缺口等因素计算确定对各地转移支付补助额。 

2018年市对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1351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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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

体要求，2010 年以后县乡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

延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不断加大。为确

保各项民生政策得到落实，在既有转移支付和“三奖一补”政策

的基础上，2010 年中央、省相继印发《关于建立和完善县级

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意见》，全面推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建设，以“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为目标，保障基层政府实

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基本民生政策的财力

需要，对县级政府落实基本保障较好的地区实施奖励奖补。分

配原则为“存量不变、增量调整”，增量资金按照当年三保支出

政策据实测算各地基本保障需求后进行分配下达。 

2018年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决算数为 25975万元。

奖补资金严格按照保障序列优先用于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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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对于

年度预算执行中上下级财政之间按照规定需要清算的事项，应

当在 决算时办理结算”的规定，为了应对年度执行中一些特殊事项

对区财政预算平衡的影响，如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重大

减收增支政策、地方承担具有市事权性质的支出、落实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等，市财政每年通过结算方式对区适当安排补助。 

2018 年市对区体制结算补助决算数为867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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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15〕43 号）精神，省政府印发《四川

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实施意

见》（川府发〔2006〕11 号），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两

免一补”和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2008 年，省政府印发《四川

省人民政府关于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的实施意见》（川

府发电〔2008〕144 号），按照城市“一费制”标准，免除城市义务

教育学生学杂费。2013年，对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并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给予生活费补助，实现城乡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全覆盖。2014 年，为全省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

免费提供作业本。2016年，省政府印发《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川府发

〔2016〕9 号），建立统一的中央、省、市（州）、县（市、区）

各级人民政府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 

2018年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2986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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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 号），决定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试点。2011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18 号），决定开展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2012 年 7 月，我省城镇居保与新农保同步

实现制度全覆盖。2014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 号），决定到“十二

五”末，基本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

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随后，省政府下发《四川

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

意见》（川府发〔2014〕23 号），决定到 2014 年末，全省实现新

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 

2018 年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24909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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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中央财政设立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在全国

部分省市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2010

年，四川省被财政部纳入试点范围。主要是政府对农民通过一事

一议筹集筹劳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给予奖励补助。财政奖补范

围主要包括村内道路、小型水利、换位设施、村容美化亮化、农

村燃气管线及其他村内新能源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村民认为

需要兴办的村内其他公益事业建设。奖补标准是在省政府规定的

筹资筹劳限额标准内，按照不低于农民实际筹资筹劳额 100%的

比例予以奖补。按照中央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省级财政设

立了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主要是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等方面支出。按因素法分配。 

2018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847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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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和增强产粮（油）大县财力状况，调动地方政府重视

粮油生产的积极性，中央和省级财政均设立了产粮（油）大县奖

励资金，具体包含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含制种大县奖励资金）、

产油大县奖励资金、产粮大省奖励资金和省级产粮大市（县）奖

励资金。奖励资金直接测算到县或项目，由各个产粮大县或项目

单位根据中央和省级有关管理规定，用于促进粮食生产和流通方

面支出。 

2018 年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决算数为 486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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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务实足球人才根基，根据教育

厅等 6 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2015

年省财政通过优化教育支出结构，设立扶持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

专项资金，专项用于开展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主要包括校园足

球教学训练改革与课程体系建设、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试点县

(区)建设、市级以上大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校园足球师资及管

理队伍建设、校园足球宣传与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与集中调研等

方面。 

2018年扶持青少年校园足球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184 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校园足球教学、训练和比赛，提高校园足球

发展水平，促进青少年体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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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四川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2020 年)》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 

育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1〕12 号)，2011 年按照"增加学位

资源、资助困难儿童、保障基本运转"的基本思路，我省出台了

大力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八条财政政策，重点支持各地新建、改

扩建城乡公办幼儿园，扩大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学位资源，对支持

城市和民办幼儿园发展较好的地区给予奖补，支持各地建立学前

教育幼儿资助制度等。 

2018年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2374 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和引导各地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增加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覆盖面，进一步缓解"入园难";继续建立健

全幼儿资助制度，不断减轻学前教育在园幼儿家庭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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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促进基本教育公共服务

均等化，2011年，省财政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义务教育学校改善

办学条件。2013年底，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

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

»(教基〔2013〕10 号)，按照意见精神，市教育局会同发展改革

委、财政局编制了达州市“全面改薄”五年规划，将全市尚未达

到基本办学条件要求的学校，纳入“全面改薄”支持范围。专项

资金重点支持义务教育学校改善基本教学、生活条件，使义务教

育学校教室、桌椅、图书、实验仪器、运动场等教学设施满足基

本教学需要;学校宿舍、床位、厕所、食堂(伙房)、饮水等生活

设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2018 年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善办学条件经费决算数为

10560万元。 

绩效目标:继续支持有全面改薄”规划任务的地区，改善义

务教育学校基本教学和生活条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

城乡教育发展差距、推动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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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实施意见»(川府发〔2014〕 48号)和《四川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规划( 2014-2020年)》，从 2015 年起，省、市财政整合项目

资金，建立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专项经费，为符合条件的中等职业

教育在校学生减免学费、实施民族地区“9+3”免费教育计划、

支持中职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等等。 

2018年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2865万元。  

绩效目标:继续支持中职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建立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全面减免符合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一二三年级在校学

生学费，保障藏、彝区“9+3”学生接受免费职业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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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餐改善计划的意见)》(国办发〔2011〕54号)精神，2012 年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地方试

点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12〕21 号)，从 2012年春季学期起，

在国家试点的基础上，启动实施我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地方试点工作，对国家试点县之外的县（区）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在校学生，按每生每天 4元的标准免费提供营养餐。 

2018年营养改善计划资金决算数为 5338万元。 

绩效目标:继续改善农村地区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和民

族地区学生健康水平，进一步增强学生体质，加快农村地区和民

族地区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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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建立普通高中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川财教

〔2010〕330 号)、《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实施免除

我省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政策的通知)〔川财教

〔2014〕8 号)、《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教育厅转发〈财政部教

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川

财教〔2010〕 353 号)等文件精神，我市建立了完善的普通高中

经费保障体系，该项资金主要包括普通高中免学费、改善普通高

中办学条件补助资金等。 

2018年普通高中经费决算数为 1108 万元。  

绩效目标:有效落实普通高中奖助学金等各项资助政策，支

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支持普通高中薄弱学校改善办学

条件，促进普通高中教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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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为贯彻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

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川委发〔2015〕10 号)安

排部署，抓好《四川省教育与就业扶贫专项方案》的各项教育扶

贫攻坚政策的具体落实， 2016 年通过安排乡标准中心校建设资

金，支持贫困县乡中心校，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购置、校舍维修

改造以及食堂、宿舍等附属设施改造，有效改善乡中心校办学条

件。 

2018年建设乡标准中心校专项扶贫资金决算数为 240 万元。 

绩效目标: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查漏补缺、缺啥补啥、

填平补齐等方式改善乡中心校办学条件，全面推进落实“乡乡有

标准中心校”的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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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 (川委发〔2015〕10 号)安排

部署，抓好《四川省教育与就业扶贫专项方案》的各项教育扶贫

攻坚政策的具体落实， 2016 年省、市财政通过安排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特别资助扶贫资金，建立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特别

资助政策，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职学生在中职助学金的基础

上，再给予生活补助，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给予学费和生

活费补助。 

2018 年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特别资助扶贫资金决算数为

107 万元。 

绩效目标:按照政策足额落实各级财政应承担资金，确保符

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全面纳入资助范围，确保"应补

尽补、应助尽助"，保障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职、大学生的受教

育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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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确保学生受教育的

权利，2007年，我市按照中央部署设立学生资助专项资金，并逐

步健全和完善。截至目前，我市已初步构建起“免、奖、助、贷、

补”多位一体、覆盖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的教育保障制度和学生

资助体系。此项资金主要用于资助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高

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专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具体包括普通

高中助学金、中职助学金、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高职高专学

生资助、本科和研究生资助及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特别资

助、教育扶贫救助基金等。 

2018年学生资助体系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2243 万元。  

绩效目标:有效落实奖助学金等各项资助政策，较好发挥奖

助等各项资助功能，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充分发挥

学业激励作用，鼓励学生潜心学业，更好的保障学生受教育权益。 



 
 

    2018  

 585 

 1164 

 68 

   1817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和《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

导标准》，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对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及建设标准等进行了

具体规定。为保障实施，中央、省市级财政着力健全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设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2016年，按照深化财政预算管理改革的有关要求，省财政将

现有 7项用途趋同、规模较小的专项资金，整合归并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采取因素分配和项目管理相结合的方

式，与中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统筹安排和使用。 

2018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1817万元。 

绩效目标:引导支持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改善公共

文化体育设施条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等，支持加

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保障广大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2018  

 45 

 135 

   180 

 



为保证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设备正常运行，按照《四川省广

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运行维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各级财政对已

建成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给予运行维护费补助，每个已建成

工程的自然村每年补助 0.1万元。 

2018年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运行维护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180

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全省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设备运行维护，保

障广播电视正常运行，长期通、优质通。 

 



 

 

    2018  

 129 

   12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委省政府有关文件精

神，省财政于 1998 年设立"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统筹

用于对我市省级重点文物、可移动文物、文物抢救性考古发掘、

文物收藏单位库房维修等保护工作予以补助。 

为规范和加强专项资金管理， 2013 年，财政厅、省文物局

修订印发了《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川

财教〔2013〕 256 号)，对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分配方法、预算

申报、预算审核、预算下达以及监督检查等做出规定。专项资金

对支持我市文物保护工作，促进文物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29万元。 

绩效目标:进一步加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可移动文物保护、

文物抢救性考古发掘、文物收藏单位库房维修。 

 



 

 

    2018  

 38 

 118 

 8 

   164 

 



为抓好《四川省文化惠民扶贫专项方案》的文化扶贫攻坚政

策的贯彻落实，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

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川委发〔2015〕10

号)要求，按照“县为主体、省市补助”原则，支持贫困县统筹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省财政对每个贫困县每年补助 100万元，支

持统筹用于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农家书屋补充更新、文物保护、

传统村落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增加文艺院团、农民演艺团

体等到贫困地区公益性演出场次购买。 

2018年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64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贫困县统筹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财政资金重

点用于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农家书屋补充更新、文物保护、传统

村落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及增加文艺院团、农民演艺团体

等到贫困地区公益性演出场次购买。 



  

 

    2018  

 15421 

 54669 

 5517 

   75607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是按照中央关于清理整合专

项转移支付的精神，由原廉租住房专项资金、城市棚户区改造专

项资金和公共租赁住房专项资金整合而来的，由地方统筹用于向

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发放住房租赁补贴、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和城市棚户区改造等。2017 年，财政厅会同住房城乡建设厅根据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财综

[2017]14 号)，制定印发了《四川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川财综[2017]19 号），我市对该文件进行了转发。专

项资金按照各地区年度有关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户数等因素以

及相应权重，结合财政困难程度进行分配。 

     2018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决算数为 75607 万元。 

    绩效目标：落实省委、省政府 20 件民生大事，完成年度城

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逐步解决城镇住房保障家庭住房问题。 

 



 

 

    2018  

 100 

 25 

   125 

 



 

2018 年省财政安排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

中小企业改善融资环境、完善服务体系、提升发展能力等。 

2018 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125 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了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建立并完善了安全生

产预警体系，提高了应急救援能力，强化了安全监管部门的执法

能力。 



 

 

    2018  

 170 

 90 

   260 

 



 

 

2018 年省财政安排的安全生产监管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安全

生产预警体系建设、应急救援保障能力建设、安全监管部门执法

能力建设、安全社区建设等。 

2018 年安全生产监管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260 万元。 

    绩效目标：建立并完善了安全生产预警体系，提高了应急救

援能力，强化了安全监管部门的执法能力。 



 

 

    2018  

 213 

 71 

 17 

 301 

 

 



 

2018 年省财政安排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主要用

于移民生产生活补助、库区及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移民培训等。 

2018 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决算数为 301 万元。 

绩效目标：统筹解决了移民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维护了社会稳定。 

 



 

 

    2018  

 107 

 163 

 121 

 391 

 



 

为认真实施“兴工强市”核心战略，着力推动“创新驱动”助推

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民营经济发展，2018 年安排工业经济激励政

策奖励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企业要素补贴（包括生产企业水电补

贴、贷款贴息等）、军民融合示范奖励、六大产业集群规划、城

市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等。 

2018 年业经济激励政策奖励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391 万元。 

绩效目标：有力的支持企业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

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并有力地支撑了全市经济积极健康发

展。 

 



 

 

 2018  

 2729 

 3620 

 260 

 6609 

 

 



1998年，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

制度。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

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2002]12 号）及相应配套文

件，要求各级政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促进再就业资金列入财

政预算，同时，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制度并轨，

相关资金并入再就业补助资金统筹使用。2007年，《就业促进法》

出台，进一步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就业状况和就业工

作目标，在财政预算中安排就业专项资金用于促进就业工作。

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

的意见》（国发[2015]23 号），启动新一轮就业创业工作。 

2018年就业创业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6609万元。 

绩效目标：推动城镇新增就业、城镇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

员再就业等计划的实施，重点支持大学生、贫困家庭人员、就业

困难人员、返乡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创业；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做好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中职工安置工作等，确保了

全市就业局势基本稳定，创业工作有序开展，高技能人才振兴计

划的全面落实。 



 

 

 2018  

 145 

 237 

 11 

 393 

 

 



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 号），按照《四川省民政

厅等 3部门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的通知》（川民发[20151195 号）的要求，规定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为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残疾人发放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其发放标准为：对一级重度残疾人按每月

不低于 80 元的标准发放护理补贴；对二级重度残疾人按每月不

低于 50元的标准发放护理补贴。省财政按 50%的总体补助水平给

市、县给予补助（其中：省级财政对三州和扩权县补助 55%，其

他县（市）补助 40%）总额包干。省财政按规定设立了省级“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补助资金”专项资金。 

2018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决算数为 393万元。 

绩效目标：主要是从残疾人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入

手，着重解决重度残疾人长期照护支出困难，改善残疾人生活。 



 

 

 2018  

 148 

 135 

 4 

 287 

 

 



为做好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1]30 号）要

求，决定从 2010 年起对孤儿发放基本生活费，省级财政在中央

财政补助基础上，按照一定标准对市县给予补助。2012年，民政

厅、财政厅、卫生厅联合下发关于《发放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

本生活费的通知》（川民发[2013]13 号）精神，决定自 2012年起

对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参照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发放基本生活

费，省级财政按照孤儿基本生活费保障标准对各地予以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为《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孤

儿基本生活费省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社[2012]64

号）。 

2018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87万元。 

绩效目标：主要是按照规定标准及时发放孤儿生活保障金，

切实保障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的基本生活。 



 

 

 2018  

 347 

 369 

  

 716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1]39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通知》（川办发

[2011]88号）要求，省级财政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

支持各地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资金管理办法为《四川省

财政厅、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社[2014]228 号）。 

2018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决算数为 716万元。 

绩效目标：主要是用于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

助，实现“应救尽救”。 



 

 

 2018  

 7385 

 13764 

 528 

 21677 

 

 



根据《四川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四川省农

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

见》（国发[2012]45 号）、《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

通知》（国发[2014]47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最

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3]28 号）、《四川省社

会救助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 286 号）要求，省级财政安排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资金管理办法为《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中央和省财政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社[2016]168 号）。 

2018 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1677 万

元。 

绩效目标：主要是用于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解决困难

群众的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 



 

 

 2018  

 961 

 1011 

 17 

 1989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

见》（川府发[2014]8 号）、《四川省五大新兴先导型服务业发展工

作推进方案的通知》（川办发[2014]90号），省级财政设立养老服

务业发展补助资金。资金管理办法为《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民政

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省级养老服务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的通知》（川财社[2015]169 号）。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专项

资金切实保证了我省养老服务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老年人提

供了老年活动场所和多样的老年服务产品。 

2018年养老服务业发展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989万元。 

绩效目标：主要是用于支持全市新增公办养老机构，新增民

办养老机构，改造公办养老机构，建设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支持居家养老服务；同时，支持民族地区福利机构建设、促进医

养融合发展等。 



 

 

 2018  

 5759 

 10623 

 438 

 16820 

 

 



为做好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助工作，《军人抚恤优待条

例》、《四川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明确要求，国家和社会应当重

视和加强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军人抚恤优待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

和地方财政分级负担。资金管理办法为《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民

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印发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川财社[2013]10 号）。优抚对象抚

恤补助资金切实有效地保障了国家重点优抚对象等人员的生活。 

2018年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6820万元。 

绩效目标：主要是用于发放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

资金，有效保障优抚对象等人员基本生活。 



 

 

 2018  

 842 

 1830 

 109 

 2781 

 

 



根据《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的通知》（川民发[2015]195 号）、《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转省支援

襄渝铁路领导小组省民政局省财政局省劳动局关于处理襄渝铁

路西段民工因工残、亡待遇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川革发

[1972]50号）、《四川省委省政府批转省劳动局省人事局省民政厅

省财政厅关于处理六十年代初期精减职工几个遗留问题的报告》

（川委发[1982]61 号）等文件要求，省级财政设立社会救助救济

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襄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及遗属定期生活

补助和体检补助、起义投诚人员生活补助、精简退职职工救济、

特殊困难儿童资助。资金管理办法为《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民政

厅关于印发<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川财社[2016]195 号）。 

2018年社会救助救济资金决算数为 2781万元。 

绩效目标：主要是用于各地发放襄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

及遗属定期生活补助和体检补助、起义投诚人员生活补助、精简

退职职工救济、特殊困难儿童生活补助以及自然灾害生活救助

等，确保各类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018  

 775 

 1409 

 83 

 2267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

见》，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是新医改的五大重点任务之一，从 2009

年起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逐步推开，至 2013 年所有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实施国家基本

药物制度专项转移支付用于保障取消药品加成后的正常运转。该

项资金对乡镇卫生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助

按各地常住人口和补助标准按因素法分配下达，对村卫生室实施

基本药物制度按村卫生室个数和补助标准下达。资金管理执行

《中央和省级财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川财社（2017]5 号）。 

2018年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267 万元。 

绩效目标：弥补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后的政

策性减收等，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

度后能正常运转。 



 

 

 2018  

 996 

 3980 

 361 

 5337 

 

 



计划生育专项转移支付包含落实计划生育四项政策、计划生

育免费基本技术服务和基层计生能力建设等。主要依据《四川省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三项制度”工作

有关事项的通知》（川人口发[2009]3 号）等政策。此项资金主要

采用因素法和据实据效分配办法。资金管理按照《四川省计划生

育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川财社[2016]72号）执行。 

2018年计划生育专项经费决算数为 5337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落实好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特别

扶助、“少生快富”、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等计划生育补助政策，实

施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基层卫生计生服务机构能力建设、计

划生育指导、家庭、妇幼、流动人口管理等工作，确保计划生育

相关政策有效落实。 



 

 

 2018  

 2787 

 4258 

 248 

 7293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等相关政策文件，支持推进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包含 12 类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等，同时，根据扶贫政策，积极支持贫困人口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代缴、贫困人口免费健康检查等。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资金按各地常住人口和补助标准采用因素法分配下

达，其他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主要采用据实据效分配方法。资金管

理执行《四川省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2018年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7293 万元。 

绩效目标：一是确保 2017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标

准提高到人均 45 元，促进城乡和地区间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差距进一步缩小；二是保障了贫困人口免费健康检查等项目顺利

有效开展；三是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全，提高公共

卫生服务覆盖面和受益面，提高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 



 

 

 2018  

 130 

 258 

 2 

 390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等相关政策文件，重大公共卫生属于医改五项重点工作任务中促

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子内容，重大公共卫生主要有农村孕产

妇住院分娩、农村妇女“两癌”检查、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推

进疾病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治等项目。重大公共卫

生服务资金主要采用据实据效分配方法。资金管理执行《四川省

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2018年重大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390万元。 

绩效目标：一是切实保障了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农村

妇女两癌检查、免费婚前医学体检、妇幼卫生专项等项目顺利有

效开展；二是保障了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包虫病等重大

疾病的预防控制，加强重大疾病防控能力建设，提高重大疾病医

疗服务水平；三是保障了免疫规划、地方病防控、精神疾病等预

防控制，各种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切实保障广大群众健康。 



 

 

 2018  

 1611 

 1903 

 181 

 3695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

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30 号）、《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

财政厅四川省卫生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全面推

进城乡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川民发

[2013]87号）要求，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医疗救助补助资金。该

资金是为了解决城乡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过重问题，首先确保

资助救助对象全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其次对经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和商业保险等补偿后，救助对象仍难以负担的符合规定

的医疗费用给予补助，帮助困难群众获得基本医疗服务。资金管

理办法为《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民政厅转发<城乡医疗救助基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社[2014]11 号）。 

2018年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3695 万元。 

绩效目标：主要是用于各地保障医疗救助对象获得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 



 

 

 2018  

 310 

 382 

 11 

 703 

 

 



为了保障优抚对象医疗待遇，根据《四川省军人抚恤优待办

法》、《四川省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四川省一至六级残疾军

人医疗保障实施办法》，省财政设立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资

金管理办法为《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关于转发<财政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川财社

[2013]8号）。省级财政对抚恤优待对象人数较多的困难地区给予

适当补助，有效缓解优抚对象医疗费用负担问题。 

2018年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703万元。 

绩效目标：用于对优抚对象参保参合缴费住院和门诊费用进

行补助，有效帮助解决优抚对象医疗费用负担问题。 

  

 



 

 

    2018  

 318 

   318 



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转变财政支持方式，优化金融资源供

给结构，提高我市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配置水平，建立财政

金融互动政策体系，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财政金

融互动政策的通知》（川办发【2015】85 号）和《关于实施鼓励

直接融资财政政策的通知》（川办发【2015】86 号）以及《关于

印发《四川省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

金【2016】3 号）和《关于印发《四川省鼓励直接融资财政奖补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金【2016】4 号）。从支持做大金

融产业、促进扩大信贷增量、改善基础金融服务和支持直接融资

发展等七大方面实施 22条政策措施。通过财政奖补、财力补助、

贴息等方式，为实体企业发展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强大

的资金保障。 

2018年财政金融互动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318万元。      

绩效目标：在财政金融互动政策引导下，实现金融机构支农

支小、新兴产业、精准扶贫等重点贷款持续增长，直接融资水平

不断提高，切实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2018  

 667 

 2303 

   2970 

 
 



为强化政策性保险服务，逐步构建市场化的农业生产风险保

障体系，提高灾后恢复生产能力，我市自 2007 年起陆续实施了

一系列保险财政政策制度。目前，政策性保险财政政策包括农业

保险保费补贴、育肥猪价格指数保险保费补贴等方面。通过不断

丰富保险品种、完善政策、强化管理、健全机制等措施全力推动，

政策性保险在降低农业生产风险、稳定居民增收方面发挥了积极

效果。 

2018年政策性保险财政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970万元。      

绩效目标：在政策性保险财政补助政策引导下，为广大农户

从事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逾，在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业增效

和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2018   

 398 

 1216 

  

   1614 

 

 
 

 
 



 

为加强和规范省级林业资金使用管理,推进资金统筹使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

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5号)、《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

印发<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财政厅经与林

业厅充分沟通协商,将用于支持林业改革发展的相关资金进行了

统筹整合,设立林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并会同林业厅制定了《四

川省省级财政林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川财农〔2017〕

17号)和《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川财

农〔2017〕176号),主要用于森林资源管护支出、森林资源培育

支出、生态保护体系建设支出、林业产业发展、基层林业站能力

建设、林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点能力建设及检测补助等。该项资

金主要采取规划分配方式进行分配。 

2018年林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1614万元。 

绩效目标:促进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对全省森林资源进行 

有效管护,有效降低森林资源灾害损失的发生,确保森林资源发 

挥效益,加强森林经营,有力推动和促进全省林业产业发展,林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能力提升,基层林业站标准化建设有效推进。 

 

 

 

 



 

    2018   

 4280 

 11579 

 472 

   1633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 

资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5〕35号)、 《(中央对

地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等有关文件,中央 

财政设立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资金主要用于耕地地力保护、适度 

规模经营、农机购置补贴、优势特色主主导产业发展、绿色高效 

技术推广服务、畜牧水产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农民合作 

社发展、农业结构调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项目资金采取因 

素法分配方式。资金管理办法为财政部农业部《农业生产发展资 

金管理办法》 (财农〔2017〕41号)。 

2018年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决算数为16331万元。 

绩效目标:促进农业生产、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融合、 

提高农业效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兑现100%;年度资金执行 

进度90%以上;项目区增收高于平均增幅;绿色生态发展水平显著

提升;项目区农民满意度80%以上。 

 

 

 

 

 

 

 



 

    2018   

 420 

 625 

   1045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

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1号)提出,转化投入方

式,创新涉农资金运行机制,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为贯彻落实中央

决策部署,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机制,加快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推广,

省级财政设立了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专项资金。为进一步

规范和加强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专项资金管理,财政厅印

发了《四川省省级财政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川财农【2017】20号)。该项资金主要用于农业改革创新、

农业科技推广示范、转变财政支持方式、涉农资金整合以奖代补

等方面支出。专项资金采取据实据效方式分配。 

2018年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专项资金决算数为1045万

元。 

绩效目标: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加大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力度,集中支持农业品种、技术和模式创新,不断提升农业科技 

贡献率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2018   

 3387 

 3973 

  

   7360 

 

 
 

 
 



 

为进一步提升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水平和水利防灾减灾能力,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2016年,中央财政对财政支农资金涉及水利

方面的支出进行统筹整合,设立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中央财 

政水利发展资金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

护、中小河流治理、小型病险水库出险加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水资源节约和保护、山洪灾害防治等水利建设和改革方面支出。

按照《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财农〔2016〕181

号),该项资金采取因素测算方式进行分配。 

2018年水利发展资金决算数为7360万元。 

绩效目标:发展高效节水灌溉40万亩,开展中小河流治理246 

公里、383座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22平方 

公里,新建小型水库2座,开展河湖水系连通项目3个,新建(改造)

取用水监测点450个,建设(改造)重要地表水饮水用水源地水质

在线监测点35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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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

法律法规，中央设立了林业补助专项资金。财政部、国家林业局联

合制定的《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4) 9 号)，

明确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包括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林木良种补

贴、造林补贴、森林抚育、湿地补贴、林业自然保护区补贴、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补贴、森林航空消防飞行费、科技推广示范补贴、林

业贷款贴息补贴、森林公安补助、国有林场改革补助 12 项。资金

采取据实据效方式进行分配。 

2018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决算数为 788 万元 。 

绩效目标:促进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提高森林质量，加强自

然保 护区、湿地保护区能力建设，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降低林

业有害生物灾害发生，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3%。以内，无公

害防治率 85%以上，森林火灾损失率控制在 1%。以内，涉林案件综

合查处率 85%以上。稳步推进国有林场改革，维护林场稳定，增加

职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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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

法律法规，中央设立了林业补助专项资金，财政部、国家林业局联

合制定的《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4) 9 号)，

明确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包括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林木良种补

贴、造林补贴、森林抚育、湿地补贴、林业自然保护区补贴、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补贴、森林航空消防飞行费、科技推广示范补贴、林

业贷款贴息补贴、森林公安补助、国有林场改革补助 12 项。资金

采取据实据效方式进行分配。 

2018年财政林业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988 万元。  

绩效目标:促进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提高森林质量，加强自

然保 护区、湿地保护区能力建设，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降低林

业有害生物灾害发生，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3%。以内，无公

害防治率 85%以上，森林火灾损失率控制在 1%。以内，涉林案件综

合查处率 85%以上。稳步推进国有林场改革，维护林场稳定，增加

职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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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央财政设立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支持各 

地以关系国计民生或者具有区域优势、地方特色等条件的农

业主导产业为重点，以促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

民持续增收为目标，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要求各地严格控

制立项优势主导产业的数量，粮食主产省(区)主导产业限制

在 3 个以内(其中至少 1个为主要粮食产业，且投资不少于中

央财政补助总额的 50%)。按照中央要求，该项资金以稳定粮

食生产作为首要目标，重点支持水稻、牛(羊)产业发展和新

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培育等。采取因素测算方式分配。 

2018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1540 万元。  

绩效目标:以关系国计民生或者具有区域优势、地方特色

的农业主导产业为重点，统筹力口大对水稻、牛羊产业发展

支持力度，促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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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央财政农业生产防灾减灾资金管理办法》和《四

川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针对我省自然灾害频发的

现实状况，为增强农业防灾抗灾能力，减少农业灾害损失，省

级财政设立了农业生产救灾专项资金。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资

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财政厅印发了《四川省省级财政

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管理办法»(川财农(2013)406 号)。该项资

金主要用于预防自然灾害及应急抢险救灾所需的设施建设和

物资设备购置，灾后恢复农业生产所需的设施修复和物资材料

补助，灾后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及牧区抗灾保畜所需的储草棚

(库)、牲畜暖棚和应急调运饲草料补助等。采取特定补助方式

分配。 

2018农业生产救灾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351 万元。 

绩效目标:预防农业灾害，增强农业防灾抗灾能力，减少

农业灾害损失，加快灾后恢复农业生产，确保灾害之年农业不

减产、农民不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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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决策部

署，有效控制和减少农业灾害事故，提升农业重大灾害的检

测预警、预防控制、应急处置能力。省级设立农业公共安全

保障工程专项资金，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农

业机械安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项目

资金采取据实据效分配方式。资金管理办法为《四川省省级

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资金采取据实据效分配方式。 

2018 农业公共安全保障工程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822 万

元。 

绩效目标:改善各地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条件，提升全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能力，确保农(畜、水)产品、产地环

境和农业(畜、水)投入品等质量安全。 

 



 

 

 

    2018  

 54 

 210 

 13 

   277 

 
 



 

按照中央对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部署要求，加快推动畜

牧生产方式、畜产品加工及流通方式结构转变，中央设立基

层动物防疫补助专项资金，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强制免疫疫苗

补助、强制扑杀补助、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应急动物防

疫补助等方面。项目资金采取据实据效分配方式，资金严格

按照《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财建(2007) 608 号)、《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经费管理暂

行办法»(财农(2004) 5 号)等办法进行管理。 

2018基层动物防疫补助经费决算数为 277 万元。 

绩效目标:强化动物疫病综合防治措施，有效控制重大

动物疫病和主要人畜共患病，净化种畜禽重点疫病，有效防

范重点外来动物疫病，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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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和规范省级林业资金使用管理,推进资金统筹使

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金

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5〕35号)精神,财政厅经与

林业厅充分沟通协商,将用于支持林业生态保护恢复的相关

资金进行了统筹整合,设立林业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并会

同林业厅制定了《四川省省级财政林业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 (川财农〔2017〕18号),主要用于天保工程、

退耕还林、森林防火、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造林绿化等。该

项资金主要采取因素法进行分配。 

2018林业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决算数为1958万元。 

绩效目标:天保工程实施单位林业职工实现应保尽保。对

符合条件的坡耕地继续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常年管护森林

资源2.6亿亩,加快生态脆弱地区综合修复治理,大力推进大

规模绿化全川行动,加强森林火灾、病虫害防治等防灾减灾工

作。使全省森林资源得到有效管护、森林质量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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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主要用于贫困地区培育和壮大贫困

村特色优势产业、提高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和发展能力、

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缓解生产性资金短缺困难、改善农村

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等。按因素测算方式分配。 

2018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决算数为 102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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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各县（市、区）搞好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并根据各地水利基础设施的现状，

设立水利建设资金。按因素测算方式分配。 

2018年水利建设资金决算数 3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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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各县（市、区）搞好农村道路建设，改善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并根据各地农村道路建设的现状，设立农村道

路建设资金。按因素测算方式分配。 

2018年农村道路资金决算数 11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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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和增强产粮（油）大县财力状况，调动地方政府

重视粮油生产的积极性，中央和省级财政均设立了产粮（油）

大县奖励资金，具体包含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含制种大县奖

励资金）、产油大县奖励资金、产粮大省奖励资金和省级产

粮大市（县）奖励资金。奖励资金直接测算到县或项目，由

各个产粮大县或项目单位根据中央和省级有关管理规定，用

于促进粮食生产和流通方面支出。 

2018年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决算数为 29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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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采取有力措施，应筹集包括依法征税筹集的公路建设专项资

金转为的财政拨款在内的建设资金，扶持、促进公路建设。

根据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结合达州交通发展实

际， 2018 年强力实施交通精准脱贫攻坚。持续推进普通国

道提档升级、农村公路改善提升等专项工程，为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当好先行、提供支撑。 

2018年交通建设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22243 万元。 

绩效目标：发展交通重大项目，支持我市公路、水路等

交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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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交通运输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批转财政

部、国际计委等部门<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知》（国发[2000]34 号）等有关规定，将车辆购置税相关转

移支付资金整合为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安排地方

用于交通运输行业发展。车购税资金的支出范围包括以下内

容：（一）交通运输重点项目；（二）一般公路建设项目；（三）

普通国省道灾毁重建项目；（四）公路灾损抢修保通项目；

（五）农村老旧渡船报废更新项目；（六）交通运输节能减

排项目；（七）公路甩挂运输试点项目）；（八）内河航道应

急抢通项目；（九）老旧汽车报废更新项目；（十）国务院批

准用于交通运输的其他支出。 

2018年车辆购置税补助地方资金决算数为 16213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高速公路、农村公路改善提升、路网改

善等一般公路及水路等交通建设，促进交通运输事业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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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

第 22-23 条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范（试行）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1]144 号）设立土地整治专项资金。资金管理

办法为《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

省土地整治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国土资发

[2015]14 号），主要用于对省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土地平整

工程。 

2018 年土地整治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3378 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改造完善高标准基本农田任务，有效

提高耕地质量和复种指数，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耕地

单产和总产量明显增加，明显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生活条

件、促进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现代农业快速发展，增加

项目区群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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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省政府第 8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省大

中型水利工程建设省级投资支持原则及资金筹措方案》，提

出设立省级财政水利建设专项资金，支持我省水利工程建

设。专项资金根据《四川省省级水利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川财投[2017]1 号）。 

2018 年水利建设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11000 万元。 

绩效目标：加快我市大中型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进度。加

强我市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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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六部委《关于做好“三十五”

期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及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发改

办农经[2016]112 号）要求，“十三五”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建设资金以地方政府为主负责落实，中央财政重点对贫

困地区等予以适当补助。经省政府批准并报国家有关部委备

案，我省出台了《四川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十三五”

规划》，并据此设立省级农村饮水安全专项资金，支持我省

农村饮水安全建设。资金管理办法为《四川省省级农村饮水

安全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川财农[2014]186 号）。 

2018 年农村饮水安全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388 万元。 

绩效目标：加快规划内项目建设进度，巩固和提升我

市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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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37 号）有关精

神设立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资金，用于农村无房或居住在 C、

D 级危房中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危房改造。资金管理办法为：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6]216 号）。 

2018 年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3725 万元。 

绩效目标：有改造任务的三个区“四类重点对象”农村危

房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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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等规定，

设立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现行管理办法为《中央预算

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四川省省级预算内投资

补助管理办法》（川发改投资[2015]806 号），资金安排主要贯

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

指导意见》，聚焦基础设施补短板、进一步加大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建设、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民生

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支持。 

2018 年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决算数为 20416 万元。 

绩效目标：聚焦聚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主要用于公

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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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培育重点产业园区，促进产业聚集群发展，从

2009 年起省级财政设立产业园区发展引导资金，主要用于支

持园区提供要素利用效率、园区配套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发

展、创新投融资模式、公共服务平台搭建等方面，重点推进

特色专业园区建设、创新创业载体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新

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及特色基地建设、投融资平台市场化改革

以及推进省级“元保贷”融资增信试点等工作。专项资金主要

采取因素法分配。 

2018 年产业园区发展引导资金决算数为 500 万元。 

绩效目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扶持、引导作用，支

持园区配套设施建设，推动园区转型升级，增强产业承载能

力，促进产业向园区集聚群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