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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人民政府文件 
  广府〔2017〕125 号                     签发人：张俊懿 

 

 

广汉市人民政府 
关于上报《广汉市 2017 年德阳市级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 
 

德阳市扶贫移民和工作局： 

《广汉市 2017 年德阳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方

案》已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经广汉市十八届人民政府第 14 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上报。 

 

 

广汉市人民政府 

2017 年 9 月 8 日 

 

（联系人：周继龙，广汉市扶贫移民办，135080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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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 2017 年德阳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项目实施方案

按照《德阳市财政局 德阳市扶贫和移民工作办公室关于下

达 2017 年市级财政扶贫资金的通知》(德市财农〔2017〕8 号)，

德阳市级财政安排我市 2017 年专项扶贫资金 530 万元。根据我

市脱贫攻坚规划和年度脱贫任务，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内容、计划资金及效益

（一）“扶贫保”及医疗补充保险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关于开展扶贫保有关工作的通知》（川保监

发〔2017〕51 号），《德阳市政府办公室 德阳市财政局 德阳

市扶贫和移民办关于转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

局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关于开展扶贫保有关工作

的通知>的通知》（德府金发〔2017〕20 号），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 10611 户 22064 人购买“扶贫保”及医疗补充保险，分别为

“扶贫保”60 元/户，医疗补充保险 50 元/人，计划资金共计

174 万元。

“扶贫保”涵盖意外伤害身故、意外伤害伤残、意外伤害

住院医疗、疾病死亡等多种保障，医疗补充保险涵盖疾病住院

医疗报销，着力解决因意外事故和疾病致贫返贫等问题。

责任单位：市扶贫移民办、市卫生计生局、市人社局（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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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局）、市财政局、17 个农村乡镇、相关保险公司。

（二）扶贫小额信贷分险基金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 四川省金融工作

局 人行成都分行 四川银监局关于印发<四川省扶贫小额信贷

分险基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办〔2017〕21 号），设

立扶贫小额信贷分险基金 160 万元，用于与银行金融机构共同

分担扶贫小额信用贷款损失。

通过建立扶贫小额信贷分险基金，与银行金融机构共同分

担扶贫小额信用贷款损失，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信贷支持，

精准满足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产业信贷资金需求。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扶贫移民办、市政府金融办、人

行广汉支行、银监办。

（三）建档立卡贫困户 D 级危房户改造

安排使用2017年德阳市级财政扶贫资金,对2017年计划实

施重建和新建的 82 户（176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D 级危房改造

进行补助，按 5000 元/人进行补助，计划资金 88 万元。待危房

改造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按实际实施重建和新建的户数（人数）

进行补助。

通过对我市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进行资金补助，减轻

贫困户危房改造过程中的经济负担，保障我市贫困户危房改造

工作的顺利推进，从而解决贫困户安全住房问题。

责任单位：市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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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贫困户购买社会化家政服务和生活照料

对贫困户中需要进行生活照料护理的老年人、残疾人、丧

失或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贫困户，以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

的方式为其提供助浴、理发、修剪指甲、打扫卫生、洗衣服、

中医康复、精神慰问等家政服务和生活照料服务。开展“中秋

节”“重阳节”“春节”等节假日主题服务。计划资金 9 万元。

通过为贫困户购买社会化家政服务和生活照料服务，为扶

贫对象打造全新的精准扶贫服务生态圈，满足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多样化扶贫需求。

责任单位：金鱼镇、松林镇、连山镇。

（五）创新脱贫攻坚助力幸福美丽新村

为进一步增加农村贫困户收入,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环

境，实现农村贫困户“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

形成好风气”的目标，围绕 2017 年脱贫攻坚任务，针对部分贫

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创新激励机制，以幸福美丽新村建

设为契机，对 2017 年达到脱贫标准的符合“家庭环境卫生奖补”

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计划脱贫 1950 户）进行奖补。奖补标

准为年度 300 元/户，计划资金 59 万元。

责任单位：15 个农村乡镇（西外乡、北外乡除外）。

（六）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为全面提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确保贫困人

口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达到 100%，对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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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由市财政按一档缴费标准给予全额代

缴，计划资金 40 万元，不足部分由省级财政资金解决。

责任单位：人社局

二、资金使用要求

一是严格按照《德阳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相关

规定，认真执行县级财政报账制，确保专款专用，发挥扶贫资

金的使用效益。

二是认真落实省市关于扶贫资金使用的要求。扶贫小额信

贷分险基金、扶贫小额信贷贴息分别由市财政局和市扶贫移民

办负责管理。市财政局和市扶贫移民办负责按制定的管理办法

实施。

三是坚持“量入为出”和“专款专用”原则。要切实实施

基金安排使用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坚持“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落实主管部门的管理工作责任制。

四是基金的管理和发放，接受审计部门和监察部门的监督。

三、项目管理要求

一是按照“责任、权力、资金、任务”四到县的总体要求，

根据脱贫攻坚规划和民生工程任务，结合年度减贫任务和增收

目标，安排、实施好项目。项目实施单位从市政府批准下达年

度项目实施方案之日起，一年内实施完工扶贫项目。对项目实

施迟滞、资金滞留严重的要严肃处理。

二是市政府审批下达扶贫项目后 20 日内，进行公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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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乡镇、村要将项目名称、投资规模、

建设内容、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受益对象、补助标准、补助

环节及项目完成情况在项目实施地进行事前、事后公示公告，

增加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和使用的透明度，确保群众的知情

权。

三是符合村民自建条件要求的小型扶贫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可依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行农村小型公共基

础设施村民自建的意见》（川办发〔2012〕30 号）等文件精神，

以村民自建的方式加快推进；也可按照相关文件要求，采取以

工代赈“一事一议”的方式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和资金拨付力度。

附件:广汉市 2017 年德阳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内容

及投资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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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汉市 2017 年德阳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内容及投资概算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实施地点

涉及贫

困户户

数）

涉及贫

困户人

数

单位投

资（万

元)

资金投入（万元）

责任单位总投

资

德阳市

财政扶

贫资金

群众投

劳、筹

资

1
“扶贫保”及医疗补充保

险
万元 17 个农村乡镇 10611 22064 174 174

市扶贫移民办、市卫生计生

局、市人社局（医保局）、市

财政局、17个农村乡镇、相关

保险公司

2 扶贫小额信贷分险基金 万元 17 个农村乡镇 160 160

市财政局、市扶贫移民办、

市政府金融办、人行广汉支

行、银监办

3
建档立卡贫困户 D 级危

房户改造
人 176 17 个农村乡镇 82 82 88 88 市住建局

4
为贫困户购买社会化家

政服务和生活照料
万元

金鱼镇、松林镇、连

山镇
9 9 金鱼镇、松林镇、连山镇

5
创新脱贫攻坚助力幸福

美丽新村
户 15 个农村乡镇 1950 3602 59 59 15 个农村乡镇

6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代缴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人 17 个农村乡镇 40 40 市人社局

合计 530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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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