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乡村振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

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乡村振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  金管理，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 步、农民全面发

展。根据《四川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规划》《四川省市县党

政和省直部门（单位）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办

法（试行）》《四川省县（市、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类考评激励办

法》《四川省现代农业园 区建设考评激励方案》《四川省现代农业园

区认定评分标准（修订稿）》《四川省现代种业园区考核评分标准》及

财政资金管理有关规定，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乡村振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以下简

称“转移支付资金”），是指为落实省委、省政府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按

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

由省级财政安排的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支持乡村振兴先进

市（州）、乡村振兴先 进县（市、区）、乡村振兴成效显著县（市、

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优秀县（市、区）、乡村振兴先进乡镇、乡村

振兴示范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优秀村的考评激励补助，现代农业园区



建设 考评激励补助，以及《四川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规划》

及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其他重点任务。 

  第三条转移支付资金由财政厅、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按职责

管理。按照“政策目标明确、分配办法科学、支出方 向协调、绩效结果

导向”的原则分配、使用和管理。 

  第四条 财政厅负责制定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标准、年度预算编制、

分配下达预算，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实施全过 程绩效管理。农

业农村厅负责拟定资金分配建议方案，审核报 送有关材料，按要求设

置并向财政厅提交绩效目标，开展预算 绩效监控、项目绩效评价，加

强绩效结果运用工作。省乡村振 兴局负责会同农业农村厅、财政厅研

究提出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县（市、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优秀县（市、

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优秀村资金分配建议方案，督促做好相关实施

工作。 

  地方财政部门负责转移支付资金的预算分解、资金审核拨付、资金

使用监督以及本地区预算绩效管理等工作。地方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本地

区项目规划或实施方案编制、项目实施和监督管理，会同同级财政部门

做好绩效目标制定、绩效监控和绩 效评价等工作。地方乡村振兴部门

负责会同本地区农业农村、 财政部门做好由衔接资金安排的项目管理

和资金监管等工作。 

  第二章资金分配与下达                         



  第五条   转移支付资金采取据实法和项目法两种分配方式。 

       第六条 据实法分配主要根据市 c fl'I ）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县（市、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类考评的

结果，对省委、省政府认定考核等次为优秀的“四川省乡村振兴先进市

（州）”“四川省乡村振兴先进县（市、  区）”“四川省乡村振兴先进乡

镇”“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四川省乡村振兴成效显著县（市、区）”“四

川省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优秀县（市、区）”“四川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优

秀村”分别 进行奖补。根据《四川省县（市、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

类考评激励办法》，对认定命名晋级地区的给予一次性奖补。对省政府

认定命名的“四川省星级现代农业园区”分档次 给予奖补，对园区升级补

差给予一次性奖补。 

  第七条  项目法主要用于聚焦全省农业农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

重点布局的项目，由农业农村厅会商财政厅后，牵头组织各地进行项目

储备、申报等工作，通过省级评审后拟定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建议方案。 

  第八条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财政厅要按照省委、省政府考

核认定结果及重要决策部署，及时研提资金分配方案，按规定履行资金

下达相关决策程序；地方农业农村、乡村振兴、  财政部门按照下达的

资金额度和绩效目标，结合本级财力投入 情况，按时做好项目方案编

制、预算分解下达和资金审核拨付等。 



  第九条转移支付资金纳入乡村振兴专户管理，各级财政部 门要严

格按照“封间管理、安全运行、精准使用”的原则，强 化资金管理，提升

资金使用效益。 

  第三章资金使用管理第十条乡村振兴先进类激励奖补。 

  （一）乡村振兴先进市（州） 

  补助对象：省委、省政府认定考核等次为优秀的四川省乡 村振兴

先进市（州）。 

  补助标准： 按照 1 亿元／市（州）给予一次性财政资金补，助每

年 5 个市（州）。 

  （二）乡村振兴先进县（市、区） 

  补助对象：省委、省政府认定命名的四川省乡村振兴先进 县（市、

区）。 

  补助标准： 按照 6000    万元／县（市、区）给予一次性财政  资

金补助， 每年 1 0 个县（市、区）。 

  （三）乡村振兴先进乡镇 

  补助对象：省委、省政府认定命名的四川省乡村振兴先进 乡镇。 

  补助标准： 按照 500     万元／乡镇给予一次性财政资金补助， 

每年 50 个乡镇。 



  （四）乡村振兴示范村 

  补助对象：省委、省政府认定命名的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补助标准： 按照 60  万元／村给予一次性财政资金补助， 每年 

500 个村。 

  资金使用：乡村振兴先进市（州）、县（市、区）、乡镇、  村，

结合本地实际，按照查漏补缺原则，资金重点用于农业产 业发展、宜

居乡村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第十一条  乡村振兴成效显著及重点帮扶优秀类激励奖补。 

  （一）乡村振兴成效显著县（市、区） 

  补助对象：省委、省政府认定命名的四川省乡村振兴成效 显著县

（市、区）。 

  补助标准： 按照 4000     万元／县（市、区）给予一次性财政  资

金补助， 每年 15 个县（市、区）。对于乡村振兴成效显著县 

  （ 市、区）晋级为乡村振兴先进县（市、区）的一次性补差 2000 

  万元／县（市、区）。 

        （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优秀县（市、区） 

  补助对象：省委、省政府认定命名的四川省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优

秀县（市、区）。 



  补助标准： 按照 4000      万元／县（市、区）给予一次性财政  资

金补助， 每年 1 0 个县（市、区）。对于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优秀县（市、

区）晋级为乡村振兴先进县（市、区）的一次性补 差 2000  万元／县

（市、区）。 

  （三）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优秀村 

  补助对象：省委、省政府认定命名的四川省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优

秀村。 

  补助标准： 按照 60 万元／村给予一次性财政资金补助， 每年 

200 个村。对于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优秀村晋级为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再给

予  20 万元／村的财政资金奖补， 晋级的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优秀村

数量，根据年度预算资金规模确定。 

  资金使用：乡村振兴成效显著县和重点帮扶优秀县（市、 区）、

村激励奖补资金，按照《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中所规定的，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有

关内容。 

  第十二条  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激励奖补。 

  补助对象：每年根据申报情况确定评定和晋级数量，对新 认定的

省星级园区给予一次性补助；对已认定的省星级园区每年进行考核，晋

级园区给予相应升级补差奖补，降级园区追减 财政奖补资金。年度星



级园区奖补及补差的园区数量，根据考 评结果和年度预算资金规模确

定。 

  补助标准：对新认定的省星级园区给予一次性补助，五星   级补助 

2000 万元、四星级补助 15 00 万元、三星级补 助 1 000 万元。对于

晋级的省星级园区给予补差，由三星级晋升为四星级   的补差 500 万

元， 从四星级晋升为五 星级的补差 500 万元，从 三星级晋升为五星 

级的补差 1000 万元。 

  资金使用：主要用于园区基地建设、设施装备、产品加工、农业新

业态、品牌培育、科技支撑、组织方式等方面。 

  第十三条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保障《四川省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

（ 2018- 2022 年）》四《川省“十四五” 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规划》

以及省委、省政府部署的农业农村重点任务，可按规定统筹用于高标准

农田建设、生态宜居乡村建设行动、十大“）II 字号”优势特色产业、三

大先导性支撑产业、职业农民制度等方面，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第十四条严格实行县级报账、专账核算、公告公示等有效制度，确

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具体报账方式由县（市、 区）根据工作实

际，自行确定。转移支付资金支付按照国库集 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

行，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法 律法规和有关制度执行。属于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结转结余的资金，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其他有关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的相关规

定处理。 

  第十五条转移支付资金不得用于兴建楼堂馆所、平衡预算、偿还债

务、购置车辆、发放人员工作补贴等与项目建设无关的 支出。不得用

于论证审查、规划编制等项目管理工作经费。 

  第十六条各地应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进一步加强项目资产后续管

理，建立健全“资产家底清楚、类型界定合理、产权归属明晰、权利义

务匹配、运行管护规范、监督管理有效”的项目资产运行管理长效机制。

转移支付资金投入形成的项目资产按经营性资产、公益性资产和到户类

资产进行分类管理，建立项目资产管理明细表。按照形成资产的用途性

质分类进行股权量化，进一步界定量化资产，明确量化对象。同步落实

管护制度，务实管护责任，建立稳定、长期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项目

长期发挥效益，持续带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收致富。 

  第四章绩效与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各级财政、农业农村、乡村振兴部门应切实加强统筹协调，

推进信息共享，建立覆盖资金管理使用全过程的资金监督和绩效管理机

制。扎实开展绩效评估，对项目设立的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

科学性、实施方案可行性、预算安排合理性、筹资合规性等进行客观公

正的评估；按照“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的要求，

结合发展规划、部门职责、既定标准等科学编制绩效目标；强化绩效运



行过程监控，对项目执行、预算调整和绩效目标中完成目标实现程度进

行动态跟踪、纠偏纠错、优化完善。 

  第十八条财政厅会同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组织实施重

点绩效评价，通过第三方评价、抽查核查等方式，对 上年资金管理和

使用情况开展评价，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回 头看”考核打分及相关涉

农资金分配的重要因素。强化问题导 向，督促市（州）、县（市、区）

对绩效评价、审计、督查等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引导各地管好用好资

金，充分发挥资金使 用效益。 

  第十九条   各级财政、农业农村、乡村振兴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在

资金分配、审核等工作中，存在违反规定分配资金、向 不符合条件的

单位、个人（或项目）分配资金或者擅自超出规 定的范围、标准分配

或使用资金等，以及存在其他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才旬私舞弊等违

法违纪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

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 任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条项目实施单位应建立健全资金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管理、

档案管理，并接受财政、农业农村、乡村振兴、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指导。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一条各市（州）、县（市、区）财政、农业农村、乡村振兴

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资金管理细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政厅会同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负责

解释。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 ， 原《四川省乡村

振兴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