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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件为准 

湛江市财政局文件 
湛财农„2020‟25 号 

关于下达 2020 年省级涉农专项转移 

支付资金的通知 

各有关县（市、区）财政局、市直项目单位： 

我局以《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省级涉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的通知》（湛财农„2019‟223 号）文，已提前告知各有关县（市、

区）2020 年省级涉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拟安排数，省财政厅根

据市县实际报备的涉农项目情况确定最终资金安排。现根据省财

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省级涉农专项转移支付资

金的通知》（粤财农„2020‟12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调整部

分省级涉农转移支付资金来源的通知》（粤财农„2020‟3号），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办文号：综一 F20120），将 2020 年省级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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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下达给你们（详见附件），并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本次下达的资金中，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收入列 2020 年

度“1100252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按照实

际用途原则上在“213农林水支出”科目下列支，其中：调整为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安排的资金应细化对应至公益性资本支

出项目，并加快支出进度，确保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及时发挥效益。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科目详见附件。 

二、如果根据此前省级反馈的审查意见及疫情防控期间农产

品稳定保供等需要需补充相关涉农项目的，可在市县项目库中补

充并遴选。对已报备项目，如年中确需对实施项目进行调整的应

提前谋划。需补充和调整的项目按照省规定的程序和格式，请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前报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市财政局于 9

月底前统一向省财政厅报备。 

三、省级下达的涉农资金由市县统筹实施，省级不指定具体

项目。按照省涉农办《关于深化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改革的实施意

见》（粤涉农办„2019‟18号）等文件精神，各县（市、区）政

府履行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对项目实施全过程和资金使用的安全

性、规范性、有效性、时效性负全部责任，对实施项目的支出进

度和绩效目标实行实行“双监控”。此外，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

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省级补助资金已全部纳入统筹整合下达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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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年省级涉农专项转 

 移支付资金的通知》（粤财农„2020‟12号） 

 2.《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调整部分省级涉农转移支付资 

 金来源的通知》（粤财农„2020‟3号） 

 3.市级涉农资金报备表（只发市直有关单位和经开区 

 财政局） 

 4.省级涉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安排表 

湛江市财政局 

 2020年 3 月 9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 

  湛江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 3月 9日印发  

——————————————————————————————— 

 校对：杨正红



粤财预函〔2020〕4 号

省直各单位，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各县（市、区）财政局：

根据《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粤府

〔2018〕120 号）等有关规定，为明确 2020 年省级下放项目审批

权限的专项资金项目细化分配要求，做好资金分配方案报送省级

备案工作，现提出有关要求如下：

一、各市县要抓紧做好下放审批权限专项资金的细化分配、

系统备案工作

（一）管理要求。对于省级下放项目审批权限到市县的专项

资金，市县业务部门应从省级专项资金市县项目管理系统（以下

简称市县项目管理系统）遴选确定项目，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并

补充录入相关项目信息进行系统备案，实现项目和资金对接。

（二）操作流程。一是省级下放项目审批权限到市县的专项

资金下达市县后，市县财政部门及时将资金额度通知市县业务部

门。二是市县业务部门在收到资金和任务清单后 30 日内，从市

广 东 省 财 政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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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项目管理系统中遴选确定项目，制定资金分配方案。三是对于

方案中的项目，市县业务主管部门在市县项目管理系统补充录入

省财政厅资金下达文号、当年实际安排省级财政资金项目信息

（具体流程详见附件 1）。其中，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市县项目按照

最终报备的项目确定。

（三）办理时限。对于已下达资金，市县业务部门应于 2020

年 4 月底前完成资金方案制定和项目信息补录工作。相关工作落

实情况,将纳入省直部门和市县项目入库储备情况的通报范围。

对于未下达资金，市县业务部门应积极对接省业务主管部门，主

动了解掌握拟下达的资金情况，按照“收到一批、办理一批”的

要求，在资金下达后 40 日内完成资金细化分配、系统备案工作。

二、省业务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市县沟通衔接、指导督促

下放项目审批权限到市县的专项资金，省业务主管部门应在

资金下达时同步下达任务清单，避免在市县出现“钱等任务清单”

的情况；及时将相关工作要求传达传导到市县业务部门，加强跟

踪监管和业务指导。市县业务部门应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衔

接，严格按照时限要求做好资金细化分配、系统备案工作。

工作中如遇有问题，请及时反馈省业务主管部门和省财政厅

对口业务处室。联系人：系统运维工程师 18902221125，广东省

财政厅预算处吴雷（020-8317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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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0 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市县项目管理系统补录

信息的操作说明

2.2020 年省级专项资金下放审批权限下放到市县的

汇总表

广东省财政厅

2020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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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填报要素解释

“省财政厅资金下达文号”，指省财政厅下达省级财政

资金的文号。市县应采用“粤财 xx〔xx〕xx 号”格式，规

范填写。若单个项目的资金来源于多个文号的省级财政资

金，则同时填写多个文号。

“当年实际安排省级财政资金金额”，指市县业务主管

部门根据程序审批后，该项目从省级下放项目审批权限的专

项资金中实际安排的金额，不包含其他来源资金。在市县项

目管理系统储备的项目中，当年实际安排金额与项目储备时

拟申请金额可不一致。仅当金额差别较大导致项目需修改绩

效目标等信息时，商同级财政部门取消终审、退回，业务主

管部门修改完善后重新报送审核。

相关信息在系统中保存后，即完成填报，不需提交上级

主管部门或同级财政审核，后续执行中若发生变动，则据实

修改调整。

二、详细流程

市县业务主管部门登录系统，依次选中 项目申报--市

县项目申报--资金文号录入，即可填报省财政厅资金下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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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和当年实际安排省级财政资金金额。若市县业务主管部门

没有收到省级下放审批权限到市县的专项资金，则不需填

报。

（一）单个项目信息的录入方法。勾选一个项目，点击

“资金文号录入”，即可填写单个项目的资金和文号信息。

（二）批量录入多个项目文号信息的方法。勾选多个项

目，填写“省财政厅资金下达文号”后保存，即实现一次性

录入多个项目资金文号。项目当年实际安排省级财政资金金

额，无法多个项目批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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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2020年政策任务  2020年金额 

1.省财政
巨灾保险             11,250

2.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重点金融平台项目建设              1,965

3.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            253,103
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            120,000
产业创新能力和平台建设             54,156
工业和信息化预留资金              2,519
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98,098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展            116,900
工业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52,187
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             14,529

4.省供销社
新型乡村助农服务示范体系建设              4,000

5.省广电局
省农村广播电视无线覆盖（省节目）工程运
行维护

             2,525

6.省交通运输厅
“四好农村路”建设            400,000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65,000

7.省教育厅
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             17,000
特色高校提升计划              2,200
学前教育发展            116,000
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建设             80,000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             17,000
校园足球与美育发展             12,839
中职“补短板”             17,500
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3,600
教育政务管理              1,000
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和办学条件改善              2,950
市县教师队伍建设             18,000
开展教师省级研修培训和教师专业能力提升              7,117
高职“提水平”              8,000

10.省科技厅
区域创新能力建设、高新区高企质量提升             30,000

11.省林业局
森林生态综合示范园建设             12,000
森林乡村建设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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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 2020年政策任务  2020年金额 

森林资源培育             74,546
森林资源管护              5,476
林业生态保护建设              7,880
林业发展补助            121,251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4,920
林业种苗              1,460
林下经济                900

12.省民族宗教委
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补助             20,000

13.省农业农村厅
科技兴农              1,127
东西部扶贫协作             74,800
农业生产能力提升和农业资源保护             34,545
扶贫贷款贴息、消费扶贫及成效考核              2,400
农业农村宣传推广、品牌创建及综合管理              3,560
农业农村综合改革             17,280
农田建设            112,610
农产品质量安全及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             17,990
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53,442
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681,300
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资金            502,000
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48,500

14.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就业创业政策性和服务补助             20,07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能力和平台建设             28,140
“粤菜师傅”             10,750
“南粤家政”              6,520
农村电商              7,150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和奖补              7,500
技工教育             27,550
世赛及公共实训基地建设              4,830
青年优秀科研人才国际培养计划              1,120
博士后人才引进计划             12,761
扬帆计划              1,780

15.省商务厅
发展内贸促消费              4,250
利用外资奖励             74,000
促进外贸发展             36,026
双向投资合作              4,000
口岸建设              6,620
中欧班列              8,000

16.省生态环境厅
地表水优良水体国家考核断面达标攻坚              3,000
主要江河及水库优良水体保护              2,000
小东江、淡水河、枫江污染整治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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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 2020年政策任务  2020年金额 

省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             10,000
建筑陶瓷行业清洁能源改造             19,550
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整治              1,200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质量管理                460
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整治              1,600
生态环境保护与监管能力建设             22,075
重点岸线海洋环境监测              3,100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580

17.省市场监督局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及部省会商             16,230
食品抽检及监管             11,635

18.省水利厅
小水库、小水电清理             20,000
中小河流治理            268,238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30,972
农村水利设施             23,000
重大水利工程设施             93,000
海堤加固达标工程              6,418
新建水库及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9,572
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             21,898

19.省体育局
全民健身活动与服务              2,787
公共体育场地设施              6,276
备战重大体育赛事              1,400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4,129
资助承办竞技类体育赛事                988
体育工作专项              1,000

20.省委宣传部
宣传文化事业及产业发展              4,200

21.省委政法委
基层政法补助             10,589

22.省卫生健康委
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财政补助             20,29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
综合改革以奖代补

            10,000

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26,870
县镇医联体建设              7,500
城乡妇女“两癌”免费筛查              9,943
出生缺陷综合防控              9,352
疫病防控              9,124
公共卫生事务管理                461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                441
预防接种安全体系能力建设             32,788

23.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共文化旅游服务              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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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 2020年政策任务  2020年金额 

24.省药监局
药品监督管理             12,588

25.省应急管理厅
森林防火及航空消防                440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500

26.省邮政管理局
邮政快递业发展              3,192

27.省中医药局
岭南中药材保护                405
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              8,400

28.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社区体育公园补助              4,500
城市（县城）污水管网配套建设、老旧管改
造

            32,500

黑臭水体治理             32,175
镇级污水处理设施运维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工艺示范基地

            89,522

生活垃圾分类             12,87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运营             13,000
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              1,200

29.省自然资源厅
海洋六大产业             10,600
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             63,000
省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1,200
绿色矿山建设              3,000
海岸线生态修复             15,000
重点海湾整治              7,000
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综合示范区建设             19,900
海砂开采挂牌出让              3,268
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             21,500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监督实施             12,740
地质灾害防治             2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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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文编号: 综一 F20071 

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呈批表

紧急程度： 平件 收文日期： 2020/02/08 

来文单位 湛江市财政局 来文文号 湛涉农办〔2020〕1号 

文件标题 
关于审定省提前下达 2020年湛江市本级涉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报

备表的请示 

【内容提要】

  省提前下达我市 2020年省级涉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268760万元，其

中市本级（含湛江经开区）5060万元、雷州市 72769万元、廉江市 52245

万元、吴川市 26582万元、遂溪县 50632万元、徐闻县 26283万元、赤坎

区 3649万元、霞山区 2840万元、麻章区 21967万元、坡头区 6733万

元。现省涉农办要求各市县结合任务目标完善本地区《2020年省级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情况报备表》重新报备。结合各单位申报省级项目库情况，

市财政局经商市农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自然资源局、水务局、湛江经

开区财政局等单位，建议市本级涉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5060万元具体安

排如下：市农业农村局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贷款贴息资金等 16个项目 2940

万元，市自然资源局雷州半岛生态修复营造热带季雨林等 9个项目 700万

元，市水务局湛江市合流水库建设工程 400万元，市财政局巨灾保险项目

570万元、湛江经开区扶贫项目 450万元。市财政局根据上述资金分配情

况，填写了《湛江市本级 2020年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情况报备表》，

请市政府审定后，由该局连同各县（市、区）上报的 2020年省级涉农资

金报备表一并向省涉农办报备。 

   有关情况：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优化预算执行审批程序的通知》

（湛财预[2019]50号）第三点规定：“上级财政下达未指定具体使用单

位和项目，且没有明确资金分配标准和补助对象的转移支付资金，若无法

确定业务主管部门的，由市财政局会有关部门提出整体使用计划，报市政

府分管领导和分管财政的副市长‘双签’审批。” 

【拟办意见】

拟同意来文所请。 

 呈曹兴、光祥、建文、才达同志批示。 

 所拟，请东宇同志核。 

综合一科 叶浩芳 2020/02/08 

苏醒剑 202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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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东宇 2020/02/08 

【领导批示】

如拟。 周才达 2020/02/08 

拟同意。 张建文 2020/02/09 

拟同意。 陈光祥 2020/02/10 

同意拟办意见。 曹兴 20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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