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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财农〔2020〕5 号 

 

 

 

各项目主管部门，各乡镇（街道）财政所、扶贫站：  

根据贵州省财政厅 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资金）的通知》（黔

财农〔2019〕211 号）文件，按照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和“七

流程十步骤”，经报请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 2020 年第一批中

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资金）3391 万元下达给你们，

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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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金规模 

此次下达的统筹整合使用涉农资金（2020 年第一批中央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属一次性补助，指标共 3391万元（见附件）。 

（一）市扶贫办。下达资金 503万元，组织实施扶贫项目 4

个，其中金融扶贫项目 1 个资金 250 万元，教育扶贫项目 1 个资

金 120 万元，项目管理 1 个资金 33 万元，产业扶贫项目 1 个资

金 100万元。 

（二）市农业农村局。下达资金 2288 万元，组织实施产业

扶贫项目 10 个，主要用于生猪养殖、商品蔬菜等主导产业发展，

健全利益联结机制。 

（三）市交通局。下达资金 600万元，组织实施基础设施项

目 4 个，主要用于贫困地区小型村基础设施建设。 

二、资金管理 

各业务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要严格把关，必须将资金用于项

目建设，落实“三专”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严禁挤占、套取、

挪用、贪污等，严禁超范围使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严禁擅自调

整项目建设内容和地点。 

一是严格按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

8 号）、《贵州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黔财农〔2017〕

220 号）等文件规定，加强资金和项目监管。 

二是严格按照《贵州省大扶贫条例》等文件规定，在确保财

政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加快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拨付进度，提高扶

贫资金安全运行效率。 

三是严格按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赤财农

〔2019〕75号）等文件规定，资金使用要与脱贫成效紧密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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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用好财政资金，充分发挥扶贫效益。 

三、公示公告 

一是财政局和扶贫办要将资金分配情况在赤水市人民政府

网进行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二是各项目主管单位在收到资金文件后，督促实施单位 5个

工作日内将项目录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业务管理子系统，市

扶贫办将对资金项目管理情况进行季通报，并作为资金管理使用

绩效评价的重要内容。 

三是实施单位要将实施地点、工期、项目负责人、建设内容、

资金来源和举报电话等在镇村公示栏和项目核心区进行公示，引

导贫困群众参与扶贫项目决策和管理；竣工后及时将财务开支、

任务完成、联结贫困户和预期效果等进行公告；对直接投向贫困

农户的项目，要在项目实施区域向广大群众公示受益对象。同时，

要在醒目地点制作项目标志牌，确保财政扶贫项目接受群众和社

会监督。 

五、项目管理 

一是实施单位要加强项目调度，严格项目质量管理，加快推

进建设进度，确保在批复时限内完成建设任务。项目完工后，要

对扶贫资金进行财务决算，符合审计标准的要出具财务审计报

告，在 10 个工作日内会同业务主管部门自行开展自查验收并形

成报告。同时，按照《关于加强贵州省财政扶贫资金项目档案规

范化管理工作的通知》（黔扶通〔2010〕273号）文件要求，完

善财政扶贫资金项目档案资料归集，及时报请县级验收。 

二是业务主管部门要强化项目日常检查，督促实施单位及时

拨付和报账，指导实施单位完善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业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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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的信息更新，确保在当年 10 月底完成报账率 100%。此资

金按黔财农〔2019〕211 号规定，收入列 2020 年“1100231 贫困

地区转移性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 2020 年“2130505 生产

发展”政府收支功能分类科目。 

三是扶贫办和财政局要加强对扶贫项目监管，规范管理财政

扶贫资金使用，及时调度业务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对申请县级

验收的项目要及时组织业务主管部门等相关单位开展县级验收，

并形成县级验收报告。根据上级有关要求，适时开展财政扶贫资

金绩效评价。 

 

附件：赤水市 2020 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

发展资金）安排明细表 

 

 

     赤水市财政局        

 

             

2020 年 1月 8 日 

 

                                              

 

抄 送：谢远驰常务副市长，张小平副市长，遵义市扶贫办，市纪委（监

委），市审计局， 各项目乡镇人民政府       

赤水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 1月 8日印发 

共印 3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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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赤水市 2020 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资金）安排明细表 

         制表单位：赤水市财政局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管单位 专项资金 实施地点 实施单位 备注 

1 金融扶贫 5500000356563248 2020 年小额信贷贴息补助 扶贫办 250 赤水市 扶贫办 

固定支出 2 教育扶贫 5500000297359624 2020 年教育培训补助 扶贫办 120 赤水市 扶贫办 

3 项目管理 5500000623937841 项目管理费 扶贫办 33 赤水市 扶贫办 

4 产业扶贫 5500000883318730 
赤水市旺隆镇新桥子坝区设施农

业建设项目 
农业农村局 228.1 新春村 旺隆镇 

坝区建设 

5 产业扶贫 5500000883325227 
赤水市石堡乡红星村屯田坝坝区

建设项目 
农业农村局 140.9 红星村 石堡乡 

6 产业扶贫 5500000883337108 宝源乡联奉村花卉种植大棚建设 农业农村局 251.6 联奉村 宝源乡 

7 产业扶贫 5500000883521893 
赤水市复兴镇凯旋村榜上坝区产

业项目 
农业农村局 67.4 凯旋村 复兴镇 

8 村基础设施 5500000883524751 
赤水市 15 万头生猪养殖配套设施

建设 
农业农村局 350 

渔湾村 

高洞村 

凤仪村 

农业农村局 

生猪产业 

9 产业扶贫 5500000883537218 
赤水市白云乡平滩村生猪养殖建

设 
农业农村局 250 平滩村 白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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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市 2020 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资金）安排明细表 

         制表单位：赤水市财政局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管单位 专项资金 实施地点 实施单位 备注 

10 产业扶贫 5500000883539170 
赤水市白云乡白云村生猪养殖建

设 
农业农村局 250 白云村 白云乡 

生猪产业 

11 产业扶贫 5500000883527138 长期镇共和村生猪养殖项目 农业农村局 250 共和村 长期镇 

12 产业扶贫 5500000883530189 
长沙镇石场村生猪养殖场建设项

目 
农业农村局 250 石场村 长沙镇 

13 产业扶贫 5500000883367272 
葫市镇小关子村种猪养殖场配套

设施项目 
农业农村局 250 小关子村 葫市镇 

14 产业扶贫 5500000883337855 
赤水市产业扶贫项目体制机制创

新项目 
扶贫办 100 兴旺村 长期镇 机制创新 

15 
村基础设

施 
5500000859502577 

赤水市华平至德胜场公路路面改

造工程 
交通局 300 华平村 交通局 

基础设施 

16 
村基础设

施 
5500000526353411 天台镇三块村产业路硬化 交通局 100 三块村 天台镇 

17 
村基础设

施 
5500000859533931 

赤水市复兴镇五厂坝至桐梓园公

里拓宽工程 
交通局 170 凯旋村 交通局 

18 
村基础设

施 
5500000526347810 知青农场至谢毛岩公路改造 交通局 30 联奉村 交通局 

合计       3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