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池县2020年专项转移支付分项目情况表
单位：元

摘要 资金性质 资金下达文号 金额 备注

合计 327,149,800.00

川财农[2019]0170号提前下达2020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农[2019]0170号 5,800,000.00

川财农[2019]0170号提前下达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农[2019]0170号 4,500,000.00

川财农[2019]0180号提前下达2020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农[2019]0180号 8,500,000.00

根据川财金[2020]1号，提前下达2020年中央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经费拨款 川财金[2020]0001号 240,000.00

以川财农[2020]11号下达2020年中央财政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安排的

支出预算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农[2020]0011号 1,830,000.00

以川财农[2019]0180号提前下达2020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农[2019]0180号 4,590,000.00

以川财农[2020]38号下达2020年省级财政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资金

（支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农[2020]0038号 276,000.00

根据川财资环[2020]14号文下达你地区2020年省级环保专项资金（第二

批）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资环[2020]0014号 18,292,000.00

现下达你单位2020年市场监管补助资金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行[2019]0236号 380,000.00

下达2020年四川省省级农村饮水安全专项资金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051号 1,250,000.00

下达村2020年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基建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083号 13,650,000.00

2020年省投资土地整理项目建设 经费拨款 川财资环[2020]0010号 2,150,700.00

2020年第一批科技计划项目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教[2020]0016号 1,572,500.00

以川财农[2020]66号下达2020年省级财政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资金

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农[2020]0066号 418,400.00

2020年征兵经费 经费拨款 川财行[2019]0184号 49,000.00

下达2020年地方政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央基建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095号 4,530,000.00

根据川财建[2020]35号，下达你地区工业发展资金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035号 12,620,000.00

根据川财教〔2020〕71号，下达你地2020年省级宣传文化事业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预算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教[2020]0071号 450,000.00

2020年省级交通建设补助资金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049号 4,350,000.00

根据川财金[2020]24号，拨付2019年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清算2018年
度资金）。

经费拨款 川财金[2020]0024号 128,000.00

下达2020年公共体育普及工程（第一批）中央基建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112号 1,300,000.00

下达2020年粮食安全保障调控和应急设施项目（第一批）中央基建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115号 15,500,000.00

以川财农[2020]79号下达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农[2020]0079号 1,830,000.00

以川财农[2020]79号下达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农[2020]0079号 200,000.00

以川财农[2020]79号下达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农[2020]0079号 980,000.00

根据川财社[2019]144号，提前下达你地2020年重大传染病防控中央补助

资金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社[2019]0144号 2,336,800.00

以川财农[2020]80号下达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农[2020]0080号 510,000.00

根据川财行【2020】40号下达市场监管专项经费 经费拨款 川财行[2020]0040号 180,000.00

根据川财社[2020]11号，下达你地2019年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

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社[2020]0011号 15,8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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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2020年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第二批中央基建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161号 3,900,000.00

下达2020年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第三批中央基建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163号 1,950,000.00

以川财农[2020]95号下达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

安排资金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农[2020]0095号 2,130,000.00

根据川财教〔2020〕103号下达你地2020年省级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预算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教[2020]0103号 215,000.00

2020年第三批地质灾害防治（中央）专项资金支出预算 经费拨款 川财资环[2020]0051号 300,000.00

2020年省级城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191号 17,860,000.00

下达2020年卫生领域中央基建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183号 23,000,000.00

根据川财社[2020]89号，现下达你地2020年卫生健康中央补助资金（第三

批）（重大传染病防治中央补助资金）如数。
经费拨款 川财社[2020]0089号 1,076,100.00

省级外经贸发展资金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231号 924,800.00

下达2020年西部大开发重点项目前期工作补助专项中央基建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227号 750,000.00

川财社险追减008 经费拨款 川财社险追减008 -4,850,000.00

下达2020年森林草原资源培育专项中央基建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254号 1,000,000.00

2020年第一批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支出预算 经费拨款 川财资环[2020]0012号 5,402,000.00

根据财政部文件前文件废止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228号-追减 -1,300,000.00

下达2020年公共体育普及工程（第一批）中央基建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228号 1,300,000.00

下达2020年农业生产发展专项中央基建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293号 20,440,000.00

根据财政部文件前文件废止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299号-追减 -15,500,000.00

2020年省级外经贸发展资金（第二次拨付）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286号 290,000.00

下达2020年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项目中央基建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300号 1,150,000.00

下达2020年水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等其他水利工程专项中央基建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304号 6,000,000.00

下达2020年粮食安全保障调控和应急设施项目中央基建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299号 16,900,000.00

2020年中央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335号 3,100,000.00

根据川财金[2020]47号，下达2020年省级财政支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综合补助资金。
经费拨款 川财金[2020]0047号 3,930,000.00

下达2020年医用口罩等医疗物资扩产专项（医用口罩扩能）中央基建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345号 1,920,000.00

根据川财教〔2020〕189号，下达你地2020年影院纾困补贴资金预算如数

。
经费拨款 川财教[2020]0189号 90,000.00

按照川财金[2020]50号，下达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 经费拨款 川财金[2020]0050号 45,500.00

根据川财资环[2020]93号文，现下达你地区2020年第四批生态环境保护资

金（三江流域清算资金）。
经费拨款 川财资环[2020]0093号 1,715,000.00

省预算内基建 经费拨款 川财建[2020]0336号 7,000,000.00

根据川财金[2020]24号，拨付2019年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清算2018年
度资金）。

经费拨款 川财金[2020]0024号 583,700.00

根据川财金〔2020〕1号，提前下达2020年创业担保贷款省级财政贴息资

金。
经费拨款 川财金[2020]0001号 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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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川财金[2020]50号，拨付2019年度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 经费拨款 川财金[2020]0050号 4,306,500.00

根据川财金[2020]74号，拨付2020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经费拨款 川财金[2020]74号-3 57,800.00

根据川财农[2019]183号，提前下达2020年中央大中型水库移民直发直补

资金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农[2019]0183号 23,830,000.00

根据川财农[2019]183号，提前下达2020年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三峡后续工作）预算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农[2019]0183号 390,000.00

根据川财社[2019]118号，经研究，现提前下达你地2020年中央和省级财

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社[2019]0118号 1,340,000.00

根据川财社（2019）127号，下达你地中央医疗救助（彩票公益金）如数

。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社[2019]0127号 2,276,300.00

根据川财农[2019]183号，下达中央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农[2019]0183号 36,620,000.00

根据川财社[2019]135号文，现提前下达2020年中央财政福彩公益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社[2019]0135号 470,000.00

根据川财教〔2020〕12号下达你地2020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

金（旅游厕所建设）预算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教[2020]0012号 80,000.00

根据川财教〔2020〕39号，下达你地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

少年宫资金（运转补助）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教[2020]0039号 510,000.00

根据川财教〔2020〕39号，下达你地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

少年宫资金（新建项目）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教[2020]0039号 1,950,000.00

现拨付你市（州）2019年12月福利彩票公益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综[2020]0012号 399,100.00

现拨付你市（州）2020年1-3月福利彩票公益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综[2020]0012号 491,800.00

现拨付你市（州）2019年12月体育彩票公益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综[2020]0013号 45,900.00

现拨付你市（州）2020年1-3月体育彩票公益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综[2020]0013号 71,000.00

根据川财社[2020]41号，经研究，现下达2020年中央和省级财政福彩公益

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社[2020]0041号 -440,000.00

根据川财社[2020]40号，经研究，现下达2020年省级财政民政事业补助资

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社[2020]0040号 800,000.00

根据川财社[2020]38号，经研究，现下达2020年省级财政养老服务业发展

补助资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社[2020]0038号 950,000.00

根据川财社[2020]70号，经研究，现下达2020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残疾人事

业发展补助资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社[2020]0070号 130,000.00

根据川财社[2020]70号，经研究，现下达2020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残疾人事

业发展补助资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社[2020]0070号 180,000.00

根据川财社[2020]70号，经研究，现下达2020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残疾人事

业发展补助资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社[2020]0070号 60,000.00

根据川财农[2020]89号，下达省级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农[2020]0089号 2,050,000.00

根据川财农[2020]89号，下达中央财政大中型移民后期扶持基金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农[2020]0089号 8,000,000.00

根据川财社[2020]69号，经研究，现下达你地2020年中央和省级财政福彩

公益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社[2020]0069号 760,000.00

现拨付你市（州）2020年4-6月福利彩票公益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综[2020]0020号 630,500.00

现拨付你市（州）2020年4-6月体育彩票公益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综[2020]0021号 101,000.00

根据川财社[2020]83号，现下达你地中央医疗救助（彩票公益金）资金如

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社[2020]0083号 2,239,700.00

根据川财社[2020]43号，现下达你地中央医疗救助（彩票公益金）资金如

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社[2020]0043号 2,119,000.00

现拨付你市（州）2020年7-9月福利彩票公益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综[2020]0030号 766,900.00

现拨付你市（州）2020年7-9月体育彩票公益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综[2020]0031号 14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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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川财农[2020]160号，下达2020年第二批省级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

持资金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农[2020]0160号 9,540,000.00

根据川财教〔2020〕221号下达你地2020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

算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教[2020]0221号 62,600.00

现拨付你县（市）2020年10-11月福利彩票公益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综[2020]0032号 438,000.00

现拨付你县（市）2020年10-11月体育彩票公益金如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川财综[2020]0033号 89,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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