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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批）

财政专项资金公开

2014年9月24日 星期三
主编：黄晶 美编：庄和平财政专刊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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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已先后在本报上公开
了八批财政专项资金相关内容，此次将公开第九批财政专项资金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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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印发海域使用
金减免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24号）第四
条第二款规定和《关于海域使用金减免管理等有
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08〕71号）、《关于调整海
域使用金免缴审批权限的通知》（财综〔2013〕66
号）精神，经审核，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船艇修理
厂项目用海属于公安边防公务船舶专用码头用
海，符合海域使用金免缴条件，同意该项目在用海

期限内依法免缴应缴的海域使用金370166.4元。
现予以公示。欢迎社会和个人对所公示项目进行
监督，提出意见。

公示时间：2013年9月16日至9月22日。
受理单位：海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处（联系电

话：68557367）
海南省财政厅

2014年9月15日

海南省财政厅

关于同意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船艇
修理厂项目用海免缴应缴海域使用资金的公示

为深入推进全省严肃财经纪律和“小金
库”专项治理工作，根据《海南省财政厅、海
南省审计厅关于印发<海南省深入开展贯
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严肃财经纪律和“小
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琼财监
〔2014〕1240号），省财政厅、省审计厅设立
全省严肃财经纪律和“小金库”专项治理工
作举报电话、举报电子邮箱，主要受理省直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2013年以
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
规定，违反财经纪律以及设立“小金库”问题
的举报。具体包括：

一、预算收入管理。重点举报各单位隐
瞒、截留、挤占、挪用、坐支、私分、违规转移
使用非税收入，以及各种形式的乱收费、乱
罚款、乱摊派等问题。

二、预算支出管理。重点举报超预算或
者无预算安排支出，虚列支出、转移或者套取预
算资金，转嫁支出、违反规定擅自设立项目、超
标准超范围发放津贴补贴等问题，特别是“三公
经费”、会议费、培训费等方面的问题。

三、政府采购管理。重点举报违反政府
采购程序，“暗箱”操作、无预算采购、超预算
采购等问题。

四、资产管理。重点举报擅自处置资
产、转移收入、私分资产等问题。

五、财务会计管理。重点举报会计核算
不符合《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
规定，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不具备从业资格
等问题。

六、财政票据管理。重点举报非法印制
票据，转让、出借、串用、代开票据，或者伪
造、变造、买卖、擅自销毁票据等问题。

七、设立“小金库”。重点举报应列入而
未列入规定账户、账簿的各项资金（含有价
证券）及其形成的资产，以及套取会议费、培

训费和出国（境）费用等设立“小金库”问题。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举报电话：省财政厅监督检查局

68511000 ；省 财 政 厅 纪 检 监 察（室）
68523638

二、举报电子邮箱：czjd@mof.hainan.
gov.cn

三、举报通信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
109号，省财政厅监督检查局，或省财政厅
纪检监察（室）邮政编码：570105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审计厅
2014年9月22日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审计厅

关于严肃财经纪律和“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举报的公告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自然灾害生活救助
资金管理，建立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投入
分担机制，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根
据《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 577
号）和财政部有关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自然灾害生活救
助资金，是指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的自然
灾害生活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解决遭受自
然灾害地区的农村居民无力克服的衣、食、
住、医等临时困难，紧急转移安置和抢救受
灾群众，抚慰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恢复重建
倒损住房，以及采购、管理、储运救灾物资
等项支出。

第三条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工作坚
持“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生产
自救”的方针，受灾群众的生活困难应主
要通过灾区群众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和
互助互济，以及地方政府帮扶等方式加
以解决。

地方各级财政、民政部门应根据本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可能，确定对受灾
群众的救助项目和补助标准，保障受灾群
众的基本生活。对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包括计划单列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省），中央财政给
予适当补助，受灾群众生活救助资金由中
央和地方按比例承担。

第四条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使用
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分级管理，分级负担；
（二）专款专用、重点使用；
（三）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四）强化监督，注重时效。

第二章 自然灾害等级划
分和灾情核查、评估

第五条 受灾省一次自然灾害过程出
现《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情况
的，视为特大自然灾害。

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

难，需政府救助人数占农（牧）业人口15％
以上，或100万人以上的，参照《国家自然
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视为特大自然灾
害。

第六条 自然灾害发生后，受灾地区地
方各级民政部门应核查灾情并通过国家自
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及时统计和逐级汇总
上报灾情，同时根据自然灾害损失情况及
时启动地方自然灾害应急预案。

第七条 民政部接到灾情报告后，应
及时会同有关部门和组织专家会商分析
灾情。对确认为特大自然灾害的，启动
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待灾情稳
定后，民政部应会同有关部门和专家组
成评估小组，采取抽样评估、典型评估或
专项评估等办法，并参考各类灾害主管
部门评估数据，对灾区的灾害损失情况
进行评估。

第八条 地方各级民政部门在统计核
查灾情过程中，应做到及时、科学、准确，并
保存好统计核查工作的原始档案，接受审
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章 中央补助地方项
目和补助内容

第九条 中央财政对遭受特大自然灾
害的地区，按以下项目安排补助资金：

灾害应急救助，用于紧急抢救和转移
安置受灾群众，解决受灾群众灾后应急期
间无力克服的吃、穿、住、医等临时生活困
难。

遇难人员家属抚慰，用于向因灾死亡
人员家属发放抚慰金。

过渡性生活救助，用于帮助“因灾房屋
倒塌或严重损坏无房可住、无生活来源、无
自救能力”的受灾群众，解决灾后过渡期间
的基本生活困难。

倒塌、损坏住房恢复重建补助，用于帮
助因灾住房倒塌或严重损坏的受灾群众重
建基本住房，帮助因灾住房一般损坏的受
灾群众维修损坏住房。

旱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用于帮助因
旱灾造成生活困难的群众解决口粮和饮水
等基本生活困难。

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用于帮助受
灾群众解决冬令春荒期间的口粮、衣被、取
暖等基本生活困难。

中央级救灾储备物资采购和管理费，
用于采购中央级救灾储备物资；补助民政
部和财政部指定代储单位管理中央级救灾
储备物资费用支出，按每年实际代储物资
金额的3%核定。

第十条 财政部、民政部将根据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和救灾工作实际需求，适时调
整中央自然灾害生活救助项目，并确定相
应的中央补助标准。

第四章 资金预算安排、
申请和拨付

第十一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常年
灾情和财力可能编制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
金年度预算，并在执行中根据灾情程度进
行调整。

第十二条 遭受自然灾害后，地方各级
财政部门应会同民政部门根据灾情制定地
方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并根
据资金分配方案及时拨付资金。

第十三条 必要时，地方各级财政、民
政部门报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可按规
定程序逐级向上申请补助资金。对遭受特
大自然灾害的地区，省级财政、民政部门可
向财政部、民政部申请中央自然灾害生活
补助资金。其中：

灾害应急救助和遇难人员家属抚慰，
申请补助资金报告应包括内容：一次灾害
过程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人数、死亡（失
踪）人数、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安排自然灾害
生活补助资金情况，并附受灾市县灾情数
据统计表。

倒塌、损坏住房恢复重建补助，申
请补助资金报告应包括内容：一次灾害
过程造成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户数和
间数、一般损坏住房户数和间数、地方
各级财政部门安排灾后住房恢复重建
补助资金情况，并附受灾市县灾情数据
统计表。

过渡性生活救助，申请补助资金报告
应包括内容：一次灾害过程造成“房屋倒塌

或严重损坏无房可住、无生活来源、无自救
能力”的受灾群众户数和人数、地方各级财
政部门安排过渡性生活救助资金情况，并
附受灾市县灾情数据统计表。

旱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申请补助
资金报告应包括内容：一次灾害过程农
作物受旱面积、绝收面积，因旱造成群
众基本生活困难需政府救济人数、地方
各级财政部门安排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资金情况，并附受灾市县灾情数据统计
表。

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申请补助资
金报告应包括内容：因灾基本生活困难需
政府救济人数、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安排冬
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情况，并附受灾
市县灾情数据统计表。

在上述申请报告中，省级财政、民政部
门要按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科目如实上
报地方救灾资金安排情况。不得将其他渠
道安排的资金作为地方自然灾害生活补助
资金上报。灾情稳定后，民政部门应及时
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上报救助
对象信息。

第十四条 根据省级财政、民政部门申
请报告，财政部、民政部按灾情评估结果、
中央财政补助项目和补助标准以及中央和
地方财政分担比例，核定中央自然灾害生
活补助资金。

第十五条 财政部、民政部应在两部核
实有关情况后及时办理拨款通知，同时报
送国务院办公厅，抄送国家审计署、省级人
民政府办公厅和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
员办事处。

第十六条 收到财政部、民政部下达的
补助资金拨款通知后，省级财政、民政部门
要严格按照中央有关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工
作的要求，统筹地方财力及时分配和拨付
补助资金，增强预算执行的时效性和均衡
性，并按规定分列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
和地方自然灾害生活补助科目，同时将拨
款文件报送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部和民政
部。

第十七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自
然灾害生活救助工作需要，在本级预算
中安排必要的管理工作经费，支持灾害

救助能力建设，确保救灾工作顺利开
展。

第五章 资金分担比例和
考核

第十八条 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地区所
需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由中央财政与
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具体分担比例根据各
地经济发展水平、财力状况和自然灾害特
点等因素确定。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以
及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和深圳：中央负担
50%、地方负担50%；

辽宁、福建、山东：中央负担60%、地方
负担40%；

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
河南、湖北、湖南、海南、内蒙古、广西、重
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和新疆：中央负担70%、地方负担
30%。

中央财政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则
上按中央补助项目和补助标准，以及核
定的灾情予以补助，不适用按比例分担
办法。

第十九条 财政部、民政部每年年底
按中央和地方分担比例对地方自然灾害
生活补助资金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年中
执行期间，在一般情况下，对地方未先安
排资金的，中央财政原则上不安排补助
资金；在紧急情况下，中央财政可根据国
务院要求和省级财政、民政部门的申请，
按照民政部、财政部核定灾情和中央自
然灾害生活补助标准，先行安排一部分
中央应急补助资金，同时，地方应根据救
助工作需要，及时安排应急补助资金；中
央财政在每年年底安排冬春临时生活困
难救助资金时，将把当年地方落实自然
灾害生活救助资金情况作为一项分配因
素考虑，按中央和地方分担比例对地方
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落实情况进行考
核。

第二十条 省级与省以下地方自然灾
害生活补助资金分担比例和考核办法，由
省级财政部门会同民政部门制定。

第六章 资金管理和监督
检查

第二十一条 地方各级财政、民政部门
要切实加强财务管理，对自然灾害生活救
助资金实行专账核算，确保专款专用，不得
挤占、截留、挪用和擅自扩大资金使用范
围。

第二十二条 县级民政部门要规范救
助款物管理，严格按照民主评议、登记造
册、张榜公布、公开发放的工作规程，通过

“户报、村评、乡审、县定”四个步骤确定救
助对象。采取现金救助形式的，要遵守财
务管理有关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应将自然
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纳入“一卡（折）通”发
放；采取实物救助形式的，要严格按照政府
采购管理有关规定，及时采购救助物资并
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第二十三条 各级财政、民政部门要自
觉接受监察、审计部门对自然灾害生活救
助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发现
的问题要及时处理和纠正。

第二十四条 财政部、民政部对自然灾
害生活救助工作和资金管理情况进行检查
或抽查。对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管理和
使用中的违法行为，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
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的规定
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省级财政、民政部门可参
照本办法，制定本地区自然灾害生活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报财政部、民政
部备案。

第二十六条 用于自然灾害生活救助
的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赠资金，其使用管
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文件下发之日
起执行。《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救
灾款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民救发
〔1999〕7号）和《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规范特
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分配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民发〔2002〕127号）同时废止。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14年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市县

合计

海口市

儋州市

文昌市

琼海市

定安县

澄迈县

临高县

昌江县

白沙县

备注：此项资金根据超强台风“威马逊”受灾市县直接经济损失、受灾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倒塌农房户数以及损坏（严重损坏和一般损坏）农房户数，按因
素法分配。

直接经济损失系数
(10%)

直接经济
损失

（亿元）

117.085

48.891

0.210

55.679

4.342

0.542

3.360

1.991

0.780

1.290

系数

1.000

0.418

0.002

0.476

0.037

0.005

0.029

0.017

0.007

0.011

受灾人口系数
(10%)

受灾人口
（人）

2905603

1592595

25000

423840

150945

45330

436000

150062

54861

26970

系数

1.000

0.548

0.009

0.146

0.052

0.016

0.150

0.052

0.019

0.009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系数
(20%)

紧急转移安
置人口
（人）

173141

65941

3174

67206

5930

8059

8119

3365

4531

6816

系数

1.000

0.381

0.018

0.388

0.034

0.047

0.047

0.019

0.026

0.039

倒塌农房系数
（50%）

倒塌农房
户数

10485

1020

55

9191

26

28

65

16

84

系数

1.000

0.097

0.005

0.877

0.002

0.003

0.006

0.002

0.008

损坏（严重损坏和一般损坏）
农房系数
(10%)

损坏（严重损坏
和一般损坏）农

房户数

64586

27198

194

26541

79

230

8714

1085

140

405

系数

1.000

0.421

0.003

0.411

0.001

0.004

0.135

0.017

0.002

0.006

总分配
系数

1.000

0.263

0.008

0.619

0.016

0.013

0.042

0.016

0.009

0.015

单位：万元

分配结果

17000

4479

130

10526

270

220

715

264

149

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