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1年度江门市本级和各市（区）上缴用于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资金支出预算表

编制日期：2021年6月28日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2021年项目内容
2020年                        
预算数

2020年                        
实际支出数

2021年                        
预算数

同比预算数增减额 增减% 具体用途 依据 承办单位 备注

合计       10,146.64        9,134.85       11,878.96        1,732.32 17.07%

一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专项
资金

       6,189.85        5,189.85        7,911.20        1,721.35 27.81%
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资金主要用于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推进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项措施
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意见》，《广东省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广

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方案》，《江门

市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实施方案（送审稿》、《江门市提升村

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行动方案》

把原城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专项资金调整
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含两大
项，一是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
资金；二是支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专项资
金。（参照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

（一）
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专项资金

       1,333.00        1,333.00        1,461.20          128.20 9.62%

进一步巩固2020年脱贫攻坚成果，资金主要用于江门市2020年
底脱贫户（4188户13073人）中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突发严重困难户等低收入人口的帮扶措施，建立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稳固脱贫成效，防止规模性返贫。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广东省关

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实施意见》、《江门市关于扎实推进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方案

（送审稿》

1
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措施专项资金

        1,050.00         1,050.00         1,050.00              -   0.00%

延续实施我市已形成行之在效的产业帮扶措施，包括：
1、安排防止返贫保险专项资金130.73万元（每人100元），支
持全市原建档立卡贫困户（13073人）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人
身意外险、健康险等商业保险。
2、安排产业帮扶资金919.27万元，支持提升脱贫质量，实现
长效稳定脱贫，重点用于扶持产业、资产收益等帮扶项目。资
金按因素法[各市（区）2020年底脱贫人口的比例分配，直接
划拨到各市区统筹使用，支持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突发严重困难户等低收入人口。

市农业农
村局

延续。2020年共安排1250万元，2021年将
200万元调整用于2021年扶持四好农村路
建设。

2
实施“粤菜师傅”“广
东技工”“南粤家政”
三项工程专项资金

          100.00           100.00            80.00           -20.00 -20.00% 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帮扶计划。

《江门市深入推进“粤菜师傅”“广东技工”“

南粤家政”三大培训工程工作方案》，《关于申

请2021年就业技能扶贫资金的函》（市人社局）

。

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局

延续。补助对象为江门市和对口协作崇左
市的困难群体（含原建档立卡贫困户、新
增易致贫人员、低收入人口），具体补助
标准按照三项工程有关规定。

3
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
专项资金

          138.00           138.00           123.20           -14.80 -10.72%
对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市民政局2020年排查出来的农村困难户
88户的危房进行重点改造，确保2021年底前完成2020年排查的
农村困难户危房改造任务。

《关于申请江门市2021年农村危房改造市级补助

资金的函》（市住建局）

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

延续。按照中央财政补助标准1.4万元/户
与市本级配套1:1的比例进行补助，共需
资金12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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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021年项目内容
2020年                        
预算数

2020年                        
实际支出数

2021年                        
预算数

同比预算数增减额 增减% 具体用途 依据 承办单位 备注

4 消费帮扶专项资金            45.00            45.00           208.00           163.00 362.22%

引导企业、社会组织、企事业行政单位等采购经济薄弱地区或
已脱贫地区或已脱贫人口家庭的产品，拓宽产品消费渠道，增
加薄弱地区、已脱贫地区和已脱贫人口家庭收入，助力巩固拓
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

省“三专一平台”有关文件、《江门市推进消费

帮扶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延续。

 ——消费帮扶双创基地
补助资金 

           45.00            45.00           178.00           133.00 295.56%

进一步扶持江门市消费帮扶双创基地建设，重点支持“三专一
平台”建设。其中：第1-4项由市农业农村局实施，第5项由市
供销社实施。
1、市级消费帮扶双创基地企业，对单个主体当年扶贫产品采
购额的5%进行奖励，每个主体不超过8万元，计划扶持4个。
2、市级消费帮扶专区补贴，当年建设专区面积超过30平方米
的主体，一次性每个补助不高于5万元，计划扶持5个。
3、建设消费帮扶专柜补助，新上专柜每个一次性补助100元
（全市未来三年控制新上专柜总量5000个，今年拟安排补助专
柜2000个）。
4、宣传推广补贴，单个主体参加由市组织的各类消费帮扶活
动的企业，一次性补贴不高于3000元，计划支持10个。
5、江门市建立国家832消费帮扶平台68万元，省东西部对口协
作农产品交易市场江门展馆30万元。

市农业农
村局、市
供销社

 ——消费帮扶产品展览
对接活动资金 

             -                -              30.00            30.00 100.00%
参加省消费帮扶展销活动或在省东西部对口协作农产品交易市
场举办的消费扶贫产品展览活动经费。

市农业农
村局

主要通过委托第三方搭建的展览平台、场
地租金、水电费等活动所需的资金，计划
拟每年2次。

（二）
支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专项资金

       4,856.85        3,856.85        6,450.00        1,593.15 32.80%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广东省关

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实施意见》、《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

村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江门市关于扎实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实施方案（送审稿》，《江门市提升村级集体

经济经营性收入行动方案》

参照《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设立。

1
提升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专项资金

          365.00           365.00         3,000.00         2,635.00 721.92%
用于提升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确保2022年底前全市222
条薄弱村经济经营性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

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方案》、
《江门市提升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行动
方案》

 ——扶持薄弱村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资金 

             -                -           2,640.00         2,640.00 100.00%

用于全市222条经济薄弱村发展经济项目，提升薄弱村经济经
营性收入，确保今年底前完成60%的薄弱村经济经营性收入达
到10万元以上的任务。资金主要用于包括产业发展、固定资产
投资等，培植税源提高薄弱村经济经营性收入。资金采用因素
法，拟据各市区的薄弱村占全市的比例，按照5万元以下的村
每条安排15万元（全市84条村合计安排1260万元），5-10万元
的村每条安排10万元（全市138条村合计安排1380万元）的分
配标准下达到各市（区），由县市负责组织项目申报、评估、
实施和绩效；项目实施实行报备制，各市（区）须向江门报备
项目，报备后没有异议方可组织项目实施。

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方案》、
《江门市提升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行动
方案》、《江门市提升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
收入薄弱村产业帮扶工作方案》

市农业农
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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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021年项目内容
2020年                        
预算数

2020年                        
实际支出数

2021年                        
预算数

同比预算数增减额 增减% 具体用途 依据 承办单位 备注

——“三结对”重点帮
扶资金

          365.00           365.00           360.00            -5.00 -1.37%

结合薄弱村“三结对”和市委组织部开展“百名第一书记”驻
村工作，安排专项支持市直部门结对薄弱村的重点帮扶项目建
设（含基础设施、生产设备、公共服务等）。由市直单位派驻
薄弱村所涉的镇（街）工作组统筹安排使用，重点用于薄弱村
集体经济经营性增收和改善宜居环境。
2021年我市222条薄弱村共涉45个镇（街），按每个镇安排8万
元的标准，全市合计安排360万元。

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方案》、
《江门市提升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行动
方案》、《江门市“三结对”帮扶发展村级
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薄弱村工作方案（征求
意见稿）》

市农业农
村局

延续，恩城街道办没有派驻第一书记，该
项目资金由分管镇领导统筹安排用于薄弱
村发展建设。

2

扶持本市革命老区发展
和农户发展生产专项资
金（含烈士后裔助学金
市级补助资金）

          508.00           508.00           508.00             -   0.00%

安排扶持本市革命老区发展和农户发展生产专项资金 500万
元，主要用于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各项工作措施落地 ,含扶
持老区、农户发展生产，扶持老区道路、饮水等基础设施建
设，扶持红色教育基地建设等；安排烈士后裔助学金市级补助
资金8万元(据实列支)。

《江门市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实施意见》
(江府〔2019〕31号),《关于做好2013年烈
士后裔助学金发放工作的通知》（粤老促发
〔2013〕01号），市领导对市老促会《关于
请求解决全市老区烈士后裔助学补助资金的
函》批示。

市农业农
村局、市
老促会

延续

3
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专
项资金

             -                -             742.00           742.00 100.00%

安排用于奖补支持本市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主要按照《江门
市加快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方案》要求，用于存量农房外立面
微改造、村容村貌提升、村庄绿化美化等与乡村风貌提升有关
的建设。

《江门市加快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方案（第
二次征求意见稿）》

市农业农
村局

新增

4
全域自然村集中供水全
覆盖市级补助资金

             -                -           1,000.00         1,000.00 100.00%
用于市（区）统筹推进本地自然村集中供水工作，完成本市全
域自然村集中供水覆盖任务。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农
村集中供水全覆盖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
(粤办函〔2021〕82号），《关于安排全域
自然村集中供水全覆盖市级补助资金的请示
》（江财农〔2021〕55号 ）

市水利局 新增

5
支持台山市台城街道桂
水村乡村振兴建设资金

             -                -           1,000.00         1,000.00 100.00%

用于桂水村乡村振兴建设。一是开展乡村道路升级改造、桂水
河一河两岸美化绿化、民居外立面改造、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亮灯工程”等一系列基础设施改造。二是对现有村级工业园
进行产业升级，在做好现有产业的基础上引入农产品深加工企
业；极积和电商平台对接，把本地特色农产品交易从线下延伸
到线上。三是打造3950亩的乡村综合体旅游示范区。

《关于支持台山市台城街道桂水村乡村振兴
建设资金的请示》（台府报〔2021〕8号）

台山市政
府

新增

6
扶持“四好农村路”建
设配套专项资金

          200.00           200.00           200.00              -   0.00%
主要用于推进“四好农村路”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重点支持实施一批革命老区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江门市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实施意见》
(江府〔2019〕31号),《江门市交通运输局
关于申请江门市2021年农村公路建设市级补
助资金的函》。

市交通运
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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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021年项目内容
2020年                        
预算数

2020年                        
实际支出数

2021年                        
预算数

同比预算数增减额 增减% 具体用途 依据 承办单位 备注

7
城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专项资金-农村自然资源
奖补资金

        1,234.56         1,234.56              -          -1,234.56 -100.00%
政策到期，整合到扶持薄弱村发展壮大集
体经济资金。

8
城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专项资金--医疗保障专
项资金

        1,549.29         1,549.29              -          -1,549.29 -100.00%
政策到期，由市医保局出台新政策落实医
疗保障，在此不作安排。资金整合到提升
薄弱村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9

 城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专项资金--扶贫改革专
项资金--低收入帮扶改
革项目 

        1,000.00              -                -          -1,000.00 -100.00% 改革项目暂缓，2021年不安排资金。

二 对口帮扶专项资金        3,690.00        3,690.00        3,704.00           14.00 0.38%

《广东省关于明确新阶段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的

通知》（粤农扶组【2021】1号），《江门市关

于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实施方案（送审稿》，《广东帮扶广西

财政协作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1
对口支援重庆巫山县专
项资金(原口径)

          132.00           132.00           146.00            14.00 10.61%
按照国务院三峡办要求每年对口支援三峡库区资金增加 10%标
准，2021年安排146万元。

《关于将2021年我市对口支援三峡库区资金
列入2021年市级扶贫资金预算安排的函》
（市水利局）

市水利局 延续 

2
对口协作广西崇左市项
目专项资金

          500.00           500.00           500.00              -   0.00% 用于对口协作崇左市结对帮扶县的产业项目建设。
市农业农
村局

实施的项目需报江门市政府审批。

3
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资
金

        3,058.00         3,058.00         3,058.00              -   0.00% 对口支援广西崇左协作资金 市财政局

根据省下达我市的对口协作资金筹集方
案，我市承担对口帮扶广西壮族自治区崇
左市专项资金5000万元。2021年市本级已
按2020年标准预留对口支援四川甘孜专项
资金4,500万元，其中在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专项资金安排3058万元；另，本年度因
标准调整增加的500万元已在市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重大事项改革调节金中调整。

三 其他资金          266.79          255.00          263.76           -3.03 -1.14%

《广东省关于明确新阶段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的

通知》（粤农扶组【2021】1号），《广东扶贫

济困日活动办公室工作调整由省农业农村厅（省

扶贫办）承担的通知》 (粤农农〔2019〕

90号)，《江门市关于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方案（送审稿

》

延续

1
业务经费（含东西部协
作经费）

          210.00           210.00           220.00           10.00 4.76%

——工作经费（含东西
部协作经费）

          140.00           140.00           140.00              -   0.00%

1、召开全市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会议，组织检查、绩效
、审计、指导、协调考核验收等费用22万元。
2、市扶贫办专项业务经费20万元。
3、市三峡移民办对口支持三峡巫山县工作经费5万元。
4、补助市老促会工作经费3万元。
5、招聘工作人员，共40万元（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
参照政府雇员做法和《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
6、东西部协作工作经费50万元。

市农业农
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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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021年项目内容
2020年                        
预算数

2020年                        
实际支出数

2021年                        
预算数

同比预算数增减额 增减% 具体用途 依据 承办单位 备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宣传专项资金

           50.00            50.00            60.00            10.00 20.00%

资金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关规划制
定，宣传脱贫攻坚成效、扶贫协作和老区建设的典型案例、亮
点体系，举办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展、老区建设成果展
等，多种形式宣传筹划江门脱贫攻坚好经验、好做法。

市农业农
村局

——扶贫济困日工作经
费

           20.00            20.00            20.00              -   0.00%
资金用于召开扶贫济困日表彰大会，制作年刊、宣传视频等“
扶贫济困慈善公益活动月”宣传费用等。

市农业农
村局

2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其他（机动）备用经费

           56.79            45.00            43.76           -13.03 -22.94%
根据需要用于本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
应急项目（本年度实际可安排项目资金31.97万元）。

含上年结余机动资金11.79万元，用于恩
平市横陂镇村村通自来水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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