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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省财政厅建立财政
专项资金定期公开制度，及时全面地公开专项资金项目安排情况，保障专项资
金决策科学、安排公平、运行安全、使用高效。此前已先后在本报公开了六批财
政专项资金相关内容，此次将公开第七批财政专项资金及资金管理办法。欢迎
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财政专项资金分配及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持有异议或进
行举报的，请联系省财政厅纪检组（68531653），
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财政专项资金公开
（第七批）

海南省文化事业建设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文化事业建设费
的管理，促进我省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国
家有关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文化事业建设费根据财政部、中
宣部《关于颁发< 文化事业建设费使用管理办
法> 的通知》
（财文字〔1997〕243 号）、国务院
《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
（国发〔2000〕41 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
部、中宣部关于进一步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
经济政策的通知》
（国办发〔2006〕43 号）等文件
规定征收和管理。文化事业建设费专项用于我
省文化事业建设。
第三条 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征收。
（一）各种营业性的歌厅、舞厅、卡拉 OK 歌
舞厅、音乐茶座和高尔夫球、台球、保龄球等娱乐
场所，
按营业收入的 3％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
（二）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刊物等广告
媒介单位以及户外广告经营单位，按营业收入
的 3％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
（三）文化事业建设费由地方税务机关在征
收娱乐业、广告业营业税时一并征收。
（四）地方单位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全
额缴入省级金库。
第四条 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管理。
（一）文化事业建设费由省财政厅会同省委
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
称省文明办）管理。
（二）文化事业建设费属政府性基金，纳入
财政预算管理，专款专用，分帐核算，实行国库
集中支付。
第五条 文化事业建设费的支出范围。文
化事业建设费主要用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重点是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进行宏观调控
等方面的开支。具体的支出范围包括：
（一）重大活动经费。即用于我省举办有关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的开支：
1.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负责组织的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评比表彰支出；
2.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负责组织的各
类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等所需支出；
3.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负责组织的大
型综合文艺演出、庆典等活动的补助；

4.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责成或批准有
关部门承办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等活动的补
助。
（二）培训经费。即用于省委宣传部（省文
明办）负责组织或责成有关部门组织的宣传文
化事业人才培训和教学设备等方面的补助。
（三）优秀作品奖励经费。即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组织的用于支持文学艺术、新闻出
版、广播影视、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优秀作品的
创作和奖励。
（四）省级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维修购置补助。
（五）省级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特殊需要。
（六）全省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
特殊困难补助。
第六条 文化事业建设费不得用于下列各
项开支：
（一）部门和单位人员支出、正常办公支出、
行政后勤支出、职工福利支出。
（二）部门和单位的基本建设支出。特殊情
况，报经省委宣传部和省财政厅审核批准后个
案处理。
（三）宣传文化企业的支出。
（四）其他不属于文化事业建设费开支范围
的支出。
第七条 预算的编报、核定和执行。文化
事业建设费支出预算根据“先收后支、收支平
衡、专款专用、重点扶持”
的原则编制和核定。
（一）文化事业建设费年度支出预算的编报
和核定。由省委宣传部于每年 9 月 20 日前受
理有关部门和单位的项目支出预算申报，
并于 10
月 15 日前向省财政厅提出下年度支出预算建议
数和具体项目。省财政厅根据文化事业建设费
上年度收入征缴入库数、当年预计征缴入库数以
及项目支出预算审核情况核定年度支出预算。
年度支出预算中安排的资金须细化到具体项目
和单位的不低于 70%，剩余部分可作为预留资
金，
在预算执行中视情况再分配到具体项目和单
位。经核定的年度支出预算编入省委宣传部年
度部门预算，
并报省政府审定后，
报省人大审议。
（二）文化事业建设费年度支出预算的执
行。省财政厅根据省政府审定的文化事业建设
费年度支出预算，按照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缴
库情况和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年初预留资

2014年民航节能减排项目补贴资金分配表
序号

金，原则上应于 9 月 30 日前完成分配。因特殊
原因需调整年初项目支出预算的，由省委宣传
部提出调整意见，报送省财政厅审批；调整项目
支出预算超过年初项目支出预算 30%的，经省
财政厅审核并报省政府批准后执行。
（三）预算的调整。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年
终入库数超过当年省财政厅核定的文化事业建
设费支出预算数时，
超过部分在核定下年度文化
事业建设费支出预算时予以安排；
省财政厅核定
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年度支出预算数，
超过当年文
化事业建设费收入年终入库数与上年结余数之
和时，
相应调减当年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预算。
第八条 决算的编报和核批。
（一）项目承办单位于年度终了后按规定编制
文化事业建设费年度支出决算，
并附文字说明，
于
下年度1月25 日前报省委宣传部审核汇总。
（二）省委宣传部于年度终了后按照省财政
厅有关规定编制文化事业建设费年度支出决
算，并附文字说明，于下年度 2 月底前报送省财
政厅核批。
第九条 年终结余的处理。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及有关的项目承办单位的文化事业
建设费年终结余，随决算报省财政厅审定。
（一）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直接承办项目
未完成事项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结余，结转下年
度继续使用；已完成事项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结
余，由财政收回并在核定下年度文化事业建设
费支出预算时安排使用。
（二）有关的项目承办单位未完成事项的文
化事业建设费结余，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已完
成事项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结余，由省委宣传部
转拨资金的缴回省委宣传部，财政拨付资金的
由财政收回继续用于文化事业建设。
第十条 监督和检查。文化事业建设费的
使用必须遵守财政、财务规章制度和财经纪律，
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指导、检查和监督。省财
政厅、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要定期对文化事
业 建 设 费 的 使 用 情 况 进 行 检 查、实 行 追 踪 问
效。对不按规定使用或违反财经纪律的，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委宣传
部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2014年省文化事业建设费（第三批）项目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主编：傅人意 美编：石梁均

项

庆祝建国６５周年暨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成果展经费

2

海南方言歌曲创作大赛获奖作品音乐制作、CD光碟和图书出版经费

项

目

单

位

补贴 金额
992

合 计
1

美兰机场设备运行监视系统V1.0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90

2

候机楼照明灯光进行LED节能改造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201

3

候机楼中央空调系统改造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540

4

场内功能性电动设备购置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21

5

中水回收利用建设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59

6

三亚凤凰机场贵宾航站楼中央空调系统空调机组BAS自动控制项目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27

7

三亚凤凰机场停机坪高杆灯灯具改造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54

海南省产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海南省产业园区发展专项
资金的使用，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预算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和省政府关于支持重点新型工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发展的有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海南省产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以
下简称省产业园区发展资金）是指省财政通过
公共财政预算、省级土地出让收入及其他财政
性资金安排，并整合省工业发展资金设立的专
项资金。
省产业园区发展资金用于支持省政府确定
的重点新型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下简
称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园区标准
化厂房建设和“七通一平”
（包括通电、通讯、通
给水、通排水、通路、通气、通热以及场地平整）
建设等。
第三条 省产业园区发展资金的使用方式
安排方式分为贷款贴息、投资补助和资本金注
入三种方式。其中，贷款贴息和投资补助占当
年可安排资金的 70%，
资本金注入占 30%。
第四条 贷款贴息是指对市县政府（包括洋
浦管委会，下同）和产业园区投融资平台利用金
融机构贷款和中央代地方发行债券投入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省产业园区发展资金对其贷款利
息和债券利息支出给予补助。贷款贴息额按照
当年实际用款额乘以实际贷款利率或债券利率
计算，贴息期限不超过 3 年。
第五条 投资补助是指市县政府根据产业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要求，使用本市县
财政性资金和产业园区投融资平台自有资金投
入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省产业园区发展资金对

其自有资金投入给予补助。投资补助额按照当
年市县财政性资金和产业园区投融资平台自有
资金的投入总额乘以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五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补助期限不超过 3 年。
第六条 资本金注入是指对产业园区投融
资平台给予资本金注入。资本金注入采取省财
政补助给市县财政的方式，由市县财政注入产
业园区投融资平台。
已设立投融资平台的产业园区，可直接申
请资本金注入；未设立投融资平台的，待设立后
再申请。申请资本金注入的产业园区应具备成
片开发规划及闭合的资金投入计划（包括省产
业园区发展资金注入、市县配套和银行融资），
且市县政府应按不低于省级资本金注入的 50%
比例安排配套资金注入。
第七条 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财政
厅对注入产业园区资本金的融资放大情况进行
考核，对于不能实现融资放大的，省产业园区发
展资金将减少下年度对该产业园区的补助支持。
第八条 申请省产业园区发展资金的产业
园区应具备完整的总体规划、产业规划和建设规
划，并按照园区总体规划、产业规划和建设规划
进行建设。对于总体规划、产业规划和建设规划
未经省政府批准，
或已有规划而未按规划建设的
产业园区，
省产业园区发展资金不予支持。
第九条 每年第三季度末前，省政府确定
的重点产业园区所在市县政府向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提出下年度省产业园区发展资金申请，并
抄送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财
政厅制定下年度省产业园区发展资金安排计划，

于年底前报省政府。省产业园区发展资金安排
计划经省政府审批后，
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
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下达到市县政府。
省财政厅根据产业园区建设情况，
将省产业
园区发展资金拨付产业园区所在市县财政局。
第十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全省新型工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主管部门，负责省产业
园区发展专项资金年度使用安排工作，对项目
实施进行指导、监管、考核。
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审核产业园区年度投资
计划完成情况。
省财政厅负责省产业园区发展资金的收支
管理。
第十一条 省财政厅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定绩效评价办法，对
省产业园区发展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问效，
每年一季度前将绩效评价报告上报省政府常务
会议审议。
第十二条 严格省产业园区发展资金使用
管理，加大项目监管力度，加强审计监督，实行
问责制。
第十三条 省产业园区发展资金要用于产
业园区发展建设，
实行专户管理、分账核算、专款
专用，不得挤占、截留和挪用。对于违规使用省
产业园区发展资金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
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27 号）等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省财政厅会同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
实施细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备注

单位：
万元

180

省委宣传部

2014-2015年元旦期间送文化下乡演出经费

4

拍摄“中国梦主题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补助经费

5

在央视投放海南整体形象宣传片拍摄、播出经费
人民日报海南分社 国际旅游岛形象宣传经费
新华社海南分社

各 园 区 2014年
计 划 投 资
（ 核 定 数 ）

60

序 号

7

称

2725.77

1

6

名

2014年省产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分配计划表
合计

3

目

单位：万元

园

区

60

实 际 补 贴
（ =贷 款 贴 息 + 资 本 金 注 入
投 资 补 助 ）

合 计

200
195.77 815.77

1

洋浦经济开发区

356,791.00

38,000.00

12,000.00

50,000.00

2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7,514.00

3,000.00

18,000.00

21,000.00

3

东方工业园区

61,094.00

11,000.00

-

11,000.00

4

老城经济开发区

53,718.00

10,000.00

-

10,000.00

5

海南生态软件园

52,770.00

8,000.00

-

8,000.00

30

国际旅游岛形象宣传经费

30
由省委宣传部转拨至项目单位

8

光明日报海南站

国际旅游岛形象宣传经费

30

国际旅游岛形象宣传经费

30

9

中国日报海南站

10

省社科联

11

海南师范大学

30

第一批下达了20万元，根据课题进度，此次下达30万元

省中特中心重点课题研究经费

40

第一批下达了20万元，根据课题进度，此次下达40万元

12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支持旅游卫视拍摄大型纪录片《遇见海南人》补助经费

300

《海南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重大课题研究经费

合计
13

省文联

14

三亚市委宣传部

15

文明生态村创建补助经费

60

文昌历史文化园启动经费

500

铺前镇铺前村委会云楼村
宋氏家族园、文昌将军园、华侨园

17

琼海市委宣传部

文明生态村创建补助经费

50

塔洋镇鱼良村委会教场村

18

保亭县委宣传部

文明生态村创建补助经费

50

响水镇陡水河村委会什赤村

19

屯昌县委宣传部

文明生态村创建补助经费

50

乌坡镇乌石坡村委会牙石铺村（苗族村）

20

澄迈县委宣传部

文明生态村创建补助经费

100

桥头镇沙土村委会

21

临高县委宣传部

文明生态村创建补助经费

100

道德老村文明生态村建设

22

乐东县委宣传部

文明生态村创建补助经费

50

佛罗镇丹村

23

东方市委宣传部

文明生态村创建补助经费

50

大田镇马龙村

24

海口市委宣传部

大型原创现代琼剧《闪亮师魂》（道德模范陈起贤）排演补助

50

25

万宁市委宣传部

万宁市“万岁.万宁”摄影展海南巡展补助经费

50

26

陵水县委宣传部

乡村健身器材和广场舞音响购置补助

50

27

定安县委宣传部

母瑞山乡村文化展示馆建设补助

50

28

琼中县委宣传部

50个行政村党报阅报栏建设补助

50

收集、编辑、出版《如歌的五指山》（第三辑）、出版《五指山文
29 五指山市委宣传部
学丛书》（共五册）补助

50

30

儋州市委宣传部

两块户外立柱公益广告牌建设补助

50

31

昌江县委宣传部

昌江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村语研究补助）

50

32

白沙县委宣传部

县文化馆设备设施购置补助

50

民航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

100,000.00

海南省村邮站建设资金管理办法

560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民航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民航发展基金征
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财综〔2012〕17 号）和部
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民航节能减排专项资
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中央财政从公共
财政资金和民航发展基金中安排用于支持民航
业开展节能减排工作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按其来源分别按照公共
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专项资金安
排遵循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和公开、公正、透明
的原则。
第二章 专项资金支持方式、范围和标准
第四条 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
局）各地区管理局、民航局直属事业单位、航空
公司、机场公司及航空运输保障企业开展节能
减排工作，且未享受中央财政其他相关补助资
金支持的，
可按本办法规定申请专项资金补助。
第五条 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包括：民航节
能技术改造，民航管理节能，节能产品及新能源
应用，新能源及节能地面保障车辆购置及改造，
航路优化项目建设，机场废弃物、污水处理及中

30,000.00

50

寻找最美三亚人大型公益活动补助

文昌市委宣传部
16

70,000.00

30

海南青年美术创作人才及少数民族美术人才培训补助

水回用设施改造，民航节能减排标准、统计、监
测考核体系建设，民航局节能减排项目评审、验
收、监督检查和基础性、战略性课题研究等。
第六条 项目承担主体与节能减排效果受
益主体为同一单位的，
原则上按照不超过项目实
际投资额的 30％予以补助；
项目承担主体与节能
减排效果受益主体为不同单位，
且行业节能效果
明显的，原则上按照不超过项目实际投资额的
60％予以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原则上不超
过 1000 万元。具体补贴比例由民航局依据行业
发展重点和项目节能减排效果等因素确定。研
究类项目资金总额不超过当年专项资金总规模
的 5％，
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
第三章 专项资金申报、
下达与支付
第七条 符合条件的单位可于每年 9 月底
前，将节能减排项目报民航局汇总审核。其中：
地方机场项目由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联合初
审后上报民航局、财政部。
第八条 民航局汇总审核后，
将项目计划在
其政府网站公示 10 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
民航
局将公示期内没有异议的项目列为支持项目。
第九条 中央单位节能减排项目补助资金纳

入下一年度民航局部门预算（包括公共财政预算
和民航发展基金预算），
按部门预算的有关规定执
行；
地方机场项目补助资金，
由财政部下达给有关
省（自治区、
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
第十条 资金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
有关规定执行。专项资金使用中属于政府采购
范围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节能减排项目申报审批程序由
民航局负责制定，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应符
合相关规定。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民航局负责跟踪分析民航节能
减排工作进展和项目实施效果，
完善项目绩效评
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部
门、民航各地区管理局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对
专项资金申报材料审核和资金使用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对弄虚作假，截留、挤占、挪用
专项资金的单位，将严格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
罚处分条例》追究相应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民航局负
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快推进我省村邮站建
设，进一步规范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根据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邮政管理
局《关于印发海南省村邮站建设实施方案的通
知》
（琼发改交能［2012］2424 号）精神，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村邮站建设补助资
金，是指省级财政和市县财政为支持我省村邮
站建设安排的用于村邮站场所装修、设备购置、
运行维护以及村邮员补贴等专项补助资金，不
包括用于新建办公场所的基建资金。
第三条 专项补助资金的安排应依法依
规，遵循科学合理、公开透明、专款专用和加强
监督的原则，
确保资金的使用绩效。
第四条 建立村邮站建设运营责任制度。
（一）村邮站建设实行项目管理。按“政府
主导、邮政企业配合、村委会管理”的原则，村邮
站建设责任主体为各市县政府，具体由当地乡
镇政府组织实施，在 2015 年前完成建设任务。
（二）各市县发改部门负责编制本区域内村
邮站建设总体规划；各市（地）邮政管理局根据
村邮站建设总体规划，负责编制本区域村邮站
建设计划、申报项目资金并指导监督乡镇政府
具体落实。
（三）各级财政部门负责专项补助资金的预
算管理和财务监督管理，根据年度资金补助项
目计划和安排拨付资金，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第五条 专项补助资金要专款专用，不得
截留、挪用。
第二章 资金补助范围和标准
第六条 村邮站建设要通盘考虑、精打细
算，充分整合农村现有公共资源加以改造完善，
每站面积原则上控制在 15 平方米左右，需做到

统一标准、统一标识、统一设施。
第七条 专项补助资金按照“早建早补、晚
建晚补”的原则，分年度安排。各市县分年度专
项补助资金预算总规模，等于该市县分年度省
级财政补助资金与各市县财政配套资金之和。
第八条 专项补助资金标准。
（一）建设资金。采取搭载现有农村公共设
施场地合建村邮站的，由省级财政给予每个村
邮站建设 8000 元补助。其中：场所简单装修资
金为 1500 元，设备采购 6500 元。各市县应严格
将建设资金控制在补助标准内，在市县区域内，
补助资金可以视情况相互调剂使用。
（二）村邮员工作补贴。工作补贴标准：
600人
以下的行政村每月工作补贴500元，
600-1000人
的行政村每月工作补贴 600 元，
1000 人以上的行
政村每月工作补贴 700 元。补贴资金由省级财政
和市县财政分担，
具体分担比例如下：
省级财政与
海口、
三亚、
儋州、
琼海、
文昌、
万宁、
澄迈、
陵水等八
个市县财政按 3：
7 比例分担；
省级财政与五指山、
白沙、
保亭、
琼中、
定安、
屯昌、
临高、
东方、
乐东、
昌
江等十个市县财政按6：
4比例分担。
（三）日常运行维护费用。村邮站的日常运
行维护，如摩托车油料补助、购买村邮员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以及水电费、各类业务用品等费用
由市县财政承担。
第三章 资金申报和下达
第九条 各市（地）邮政管理局会同当地财
政、发改部门，根据本地区村邮站建设实施方案
（分年度的建设数量、布局和实施步骤等），研究
提出并编制年度专项补助资金项目计划，于每
年 2 月底前将《海南省村邮站建设专项资金申请
表》
（附件）报送省邮政管理局和省发展改革委，
省邮政管理局牵头审核后报送省财政厅审批。
第十条 省财政厅根据年度资金补助项目计
划和项目实施进度，
及时将补助资金拨付各市县。

市县财政部门要加强专项补助资金使用管
理，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并及时将补助资金按程
序拨付给项目实施单位和村邮员。
村邮站设施设备采购通过政府统一采购形
式完成。具体由各市（地）邮政管理局会同当地
发改、财政部门按照相关程序组织招标。
第十一条 各市县发改部门、各市（地）邮
政管理局要指导乡镇政府按照《海南省村邮站
建设标准操作手册》规定的统一标准、统一标
识、统一设施进行建设。村邮站建设完毕后经
邮政行业主管部门牵头组织验收合格后方可投
入使用。
村邮站建设要确保实现基本功能，鼓励邮
政及快递企业与乡镇政府及村委会商议自筹资
金进行信息化提升改造，实现邮件收寄、农资配
送、网上购物、邮政储蓄小额贷款等功能，将村
邮站打造成为集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于一体的
综合服务平台。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各市（地）邮政管理局会同各市
县财政、发改部门，按要求做专项资金绩效评
价，于每年 11 月底前将项目完成情况和专项补
助资金安排使用情况报送省邮政管理局、省发
展改革委和省财政厅。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邮政管理部门要加强
对专项补助资金的安排、使用及项目进度、质量、
建设、
管理等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
由截留、挪用补助资金。对弄虚作假骗取补助
资金、不按规定用途使用补助资金的，视情节轻
重，扣减、停拨和收回财政补助资金，对违反规
定的责任人，
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2014年村邮站建设及村邮员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合计
1
2
3
4
5
6

收款单位
海口市财政局
三亚市财政局
五指山市财政局
保亭县财政局
屯昌县财政局
琼中县财政局

■■■■■

金额
2,084.4
161.3
14.7
25.5
50.7
108.9
101.4

序号
7
8
9
10
11
12
13

收款单位
万宁市财政局
陵水县财政局
东方市财政局
临高县财政局
琼海市财政局
儋州市财政局
洋浦财政局

金额
157.0
75.9
188.8
171.6
111.4
149.0
8.8

序号
14
15
16
17
18
19

收款单位
白沙县财政局
澄迈县财政局
定安县财政局
昌江县财政局
文昌市财政局
乐东县财政局

金额
49.4
87.2
107.1
58.2
249.9
207.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