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1年政府预算公开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 广平县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1 年“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562.32 万元，比上年

减少 65万元，下降 11.5%。 

具体安排情况：  

一、公车购置及运行费公车运行维护 432.85 万元，同

比减少 55万元，同比下降 12.7%。  

二、公务接待费安排 129.47 万元，同比减少 10万元， 

同比下降 8 %。  

三、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与去年持平。 

增减变化主要原因： 

财政部门始终把严格控制三公经费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全年三公经费比上年减少 65 万元，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

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厉行节约的各项

要求，进一步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 

一是严把预算关，实行源头控制，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在预算安排中对三公经费进行压缩。 

二是严把支出关，实现动态管理，充分发挥国库集中支

付平台，规范三公经费的支出核算。 

 



 

 

 

二、广平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金额 
年初安排

额 

合  计 94363 94363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91498.02 91498.02 

（一）均衡性专转移支付 31851.3 31851.3 

1、均衡性转移支付（财力性） 23605 23605 

2、其他固定基数补助 6947.82 6947.82 

3、均衡性转移支付（专项化） 8246.3 8246.3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1371 1371 

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资金 3 3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资金 411 411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 220 220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补助经费 1175 1175 

优抚对象补助经费（优抚对象抚恤和医疗） 356 356 

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357.2 357.2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专项 960 960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专项资金 210 210 

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 1700 1700 

计划生育转移支付专项资金 88.6 88.6 

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 0 0 

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补助资金 31 31 



 

退役安置补助资金 241 241 

其他 967.2 967.2 

（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14089 14089 

（三）结算补助 230.9 230.9 

（四）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530 530 

（五）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 1042 1042 

2021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1042 1042 

（六）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 2444 2444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2444 2444 

（七）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 5175 5175 

2021年中央财政养老保险一般性转移支付 
5175 5175 

（八）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 11069 11069 

提前下达 2021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补助经费 
11069 11069 

(九)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1155 1155 

提前下达 2021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

金 
1155 1155 

（十）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1790 1790 

（十一）固定数额补助 5666 5666 

（十二）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554 554 

（十三）贫困地区转移支付   

（十四）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22599.82 22599.82 

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2864.98 2864.98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 2 

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2 2 

（二)公共安全支出   

全省法院建设补助经费   



 

出入境证件制作管理补助资金   

(三）教育支出   

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专项资金   

普通高中助学金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   

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补助资金   

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助学金中央补助资金   

省级现代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   

(四)科技支出   

市县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省级补助资金（第

三批）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及推广专项资金   

（五）文体传媒支出 59.98 59.98 

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

金 
  

省级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

金 
  

宣传文化专项补助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48.98 48.98 

（六）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   

中央优抚对象补助资金预算   

中央就业专项资金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老党员生活补贴补助资金   

中央退役安置补助资金   

省级优抚事业单位补助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   



 

中央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资金预算   

其他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七）医疗卫生支出 46 46 

中央财政计划生育补助资金   

中央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46 46 

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中央财政医疗服务能力建设补助资金   

国家、省贫困县离休干部医药费补助资金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其他医疗卫生支出   

（八）农林水事务支出 2307 2307 

中央水利发展补助资金   

农业综合开发配套资金   

农产品质量安全及疫病防治专项资金   

省级林业补助资金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专项资金   

省级财政扶贫资金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补助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示范带动项目   

农机购置补贴   

农村综合改革专项资金 2243 2243 

普惠金融发展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 64 64 

（九）交通运输支出   

车辆购置税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十）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十一）住房保障支出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十二）节能环保支出 461 461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461 461 

（十三）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0 0 

省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0 0 

（十四）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0 0 

军粮供应和集约化保障建设专项资金 0 0 

 

1、提前下达转移支付资金94363万元，已安排 

94363万元。 

 

 

 

 

 

 

 

 

 

 



 

 

三、广平县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政府采购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组织，使用

财政性资金，购买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

上的货物、工程或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应遵循公开透明、

公平竞争、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凡使用纳入预算管理的

资金采购符合《河北省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

（冀财采[2015]11号）要求的货物、工程或服务的项目，采

购人均应编入政府采购预算。在编制和执行政府采购预算过

程中做到：一是应编尽编，不缺不漏。防止因缺编漏报政府

采购预算，再履行增补预算程序而影响政府采购效率。二是

编实编细，据实可靠。采购人要在综合考虑采购需求、政策

规定、市场行情、资金来源等因素基础上，据实做好采购需

求计划，并按要求细化编制政府采购预算。三是提前安排、

均衡执行。采购人要科学均衡安排政府采购预算时间和政府

采购预算执行时间，以防止在集中采购机构扎堆排队采购，

影响采购效率。四是规范调整，同步批复。财政部门按规定

程序在批复部门预算同时批复政府采购预算。政府采购预的

执行进度应与部门预算执行进度同步。 

    2021年我县政府采购预算项目资金安排500万元，按采

购类别分：货物类300万元、工程类130万元、服务类70万元；



 

按资金来源性质分：均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四、广平县绩效预算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一、全面实施绩效预算管理 

1. 按照绩效预算管理改革要求，建立“部门职责—工

作活动—预算项目”三级绩效预算管理结构。 

我县下发了部门职责明细表，要求所有部门对照县委、

县政府安排的重点工作和本部门承担的工作职责，研究确定

各部门职责、工作活动，认真填报相关表格，并梳理部门填

报的职责和工作活动并导入“河北省财政一体化业务平台-

预算项目库系统”。要求部门预算项目必须与职责、活动相

匹配，与职责、活动无关的项目，不得列入预算。 

2．按照绩效预算管理改革要求，建立“部门职责—工

作活动—预算项目”三级绩效目标指标体系。 

我们依托省厅一体化预算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项目管理机制，确保指标跟着项目走，实现

预算项目与预算指标紧密衔接。强化预算审核的绩效导向。

明确部门的绩效目标，强化目标审核，偏离政府战略目标和

部门绩效目标以及绩效指标不明确的项目不安排资金。 

3. 绩效审核作为预算编制的必要环节和安排预算重要

依据。 

严格按部门初步编制、县财政审核、县政府集中研究确



 

定的项目申报审核程序，组织项目论证、审查和入库，没有

进入项目库的不安排预算。加强基建项目、政府采购预算项

目的编审，提前做好项目评审，切实节约财政资金。 

  二、研究构建绩效目标指标体系。一是总结我县近两年

改革实际，借鉴外市县先进经验，整理收集了多条绩效指标，

逐条进行甄别、筛选 、提炼，对筛选出的绩效指标名称的

规范性、指标解释的准确性、指标计算公式的科学性等指标

要素进行逐条审定和完善。二是立足我县绩效预算管理要

求，按照预算功能、部门职责—工作活动、项目支出构成 “三

个维度”，对指标体系进行分类。  

 三、强化绩效评价工作。按省厅要求建立起绩效预算

监督评价体系，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认真执行。在开展绩效预

算过程中，我们将绩效评价报告反馈被评价部门，并要求部

门在限期内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部门将整改报告反馈财

政局，并将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于下年度预算安排。 

 

 

 

 

 

 

 



 

 

五、广平县政府性债务偿债资金安排情况 

 

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息 11605万元，其中：一般政府债

券还本付息 6100 万元，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安排；专项债

券还本付息 5505万元，用政府性基金资金安排。 

鉴于目前地方政府债券额度尚未确定，地方政府债券收

支暂未列入年初预算草案，待省政府下达我县 2021 年地方

政府债券限额后，再编入县级预算调整方案，报县人大常委

会批准后执行。 

六、重点政策和重点项目等绩效目标 

（一）困难群众生活补贴 

政策内容： 

广平县民政局拟订全县社会救助政策、标准，统筹社会

救助体系建设。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临时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负责低

保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查询与核对等工作。 

稳步推进城乡低保提标，精准落实农村困难群体特惠政

策。落实特困人员供养制度，按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费和护理

费。农村低保标准综合考虑常态化疫情防控、物价上涨、低

保制度城乡统筹等因素实施动态调整，2021年全市农村低保

标准 5124元/年；城市低保标准 8424元/年。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 1.3 倍；部分或完全丧失生



 

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年照料护理标准，不低于所在市、县

（市、区）年最低工资标准的 10%。符合临时救助政策的原

则上不超过当地 12 个月城镇低保标准，对于特殊困难家庭

可相应提高救助标准，保障被救助家庭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

水平。 

加强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按照标准

做好保障对象基本生活补贴发放。强化对生活无着流浪乞讨

人员的救助服务，维护受助人员合法权益。落实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持续解决残疾人特殊

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全县福利机构养育孤儿基本生活

标准达到 1450元/人/月，社会散居孤儿 1000 元/人/月，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标准达到 1000 元/人/月。对

申请救助且符合救助条件的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 100%实

施救助，帮助查明身份的滞留流浪乞讨人员及时返乡，确保

不发生非正常重大事件。将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100%纳入残疾

人两项补贴制度保障范围，按标准及时、足额发放残疾人两

项补贴资金。 

年初预算： 

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2387

万元，提前下达 2021 年省级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903

万元，本级资金安排 50万元。 

绩效目标：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绩效表 



 

项目名称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资金总额 3340 

其中：中央、省财政补助 3290 

地方资金 50 

年度总体目标 

1.规范城乡低保政策实施，合理确定保障标准，使低保对象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

障。 

2.统筹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临时救助政策，实现及时高效，救急解难。 

4.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食宿、疾病救治、协助返回等救助，并妥善

安置返乡受助人员。 

5.规范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和困境儿童保障相关政管，伸农村留守儿童和

困境儿童得到更加精准化的专业服务和基本生活保障。                                                                                       

6.引导地方提高孤儿生活保障水平，孤儿生活保障政策规范高效实施:使孤儿、艾

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级指标 三级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低保对象人数 应保尽保 

临时救助人次 应救尽救 

求助的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率 
应救尽救 

孤儿、艾滋病病毒感

染儿童、生活困难家

庭中的和纳入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的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纳入保障范围率  

≥90% 

农村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纳入监测范围

率 

≥85% 

质量指标 

城乡低保标准 不低于上年 

城乡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标准 
不低于上年 

临时救助水平 不低于上年 

建立社会救助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机制

的县(市、区)比例  

≥92% 

孤儿、艾滋病病毒感

染儿童、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认定准确率  

不低于上年 

实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

以上各级财政部门

下达中央财政困难

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收到补助资金后 30 内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救助和孤儿基本生

活费按时发放率  

≥90% 

受助人员救助情况

当日录入全国救助

管理信息系统  

≥95% 

成本指标 
 低保资金社会化发

放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情况 
有所提升 

帮助查明身份滞留

流浪乞讨人员返乡

情况 

及时送返 

为资源前来救助站

或由公安等部分护

送至救助站的传销

解救人员等提供临

时救助服务率 

≥95%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救助和孤儿基本生

活保障制度 

进一步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政策知晓率 ≥90% 

救助对象对社会救

助实施的满意度 
≥95% 

 

（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政策内容：冀人社发[2020]35 号文件精神，从 2020 年

7 月 1 起，我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为每人每月 113 元，其中中央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 93 元，

省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 15 元，县级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 5

元。依据冀人社规[2019]2 号文件要求，领取待遇人员年满

65 周岁后，基础养老金在基数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加 1 元；年

满 75 周岁后，基础养老金在基数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加 2元；

年满 85 周岁后，基础养老金在基数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加 3



 

元，所需资金由省、县 1:1 比例分担。冀人社规[2019]2 号

文件和冀人社字[2021]278 号文件要求，省财政和县财政对

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自 2019 年起，我省缴费档次设定为

200、300、500、1000、3000、5000、8000 元 7 个档次，重

度残疾人、贫困人员仍可按 100元档次缴费。我省政府缴费

补贴标准为 100、200 元档次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30 元，200

元以上档次，缴费每增加一档，政府补贴增加 15 元。政府

为参保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重度残疾人

和易返贫致贫人口等缴费困难群体每人每年代缴 100元养老

保险费，已上所需资金均由省和县财政按 2：1比例分担。 

年初预算：提前下达中央 4159万元，省 1249 万元。本

级 460万元。 

绩效目标：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助资金绩效表 

项目名称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资金总额 5868 

其中：中央、省财政补助 5408 

地方资金 460 

年度总体目标 

1. 确保符合待遇领取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2. 缴费人员缴费补助每人补助到位； 

3. 通过为贫困人员和残疾人员代缴缴费，保障贫困人员和重度残疾人员全员参保。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级指标 三级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保人数（万人） 15.74 万人 

领取养老金人数 40203 人 



 

质量指标 

参保代缴率 100% 

养老保险待遇足额

发放率 
100% 

实效指标 及时发放率 100% 

成本指标 

困难代缴人均财政

投入水平 
100 元 

待遇领取养老金人

均财政投入水平 
113 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城乡居民政策知晓

率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城乡参保对象满意

度 
≥95% 

 

（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政策内容：由财政按照人均 79 元的标准（280300 人）

补助基层医疗机构，各基层医疗机构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国

家规定的 12 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即：居民健康档案

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 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

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高血压、2型糖尿病）

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

理、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

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 

年初预算：2021 年中央预算 1213.69 万元，省级预算

512 万元，本级财政 480 万元。 

绩效目标：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值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卫生健康委 

省级财政部门 河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河北省卫生健

康委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2205.69 

其中：中央补助 1213.69 

省级补助 512 

地方补助 480 

年度总 

体目标 

目标： 

1、免费向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促进居民健康管理水平。 

2、对城乡居民健康实行干预，减少危害健康的因素。 

3、预防控制传染病及慢性病的发生和流行。 

4、支持医疗机构向老年人、0.36个月的儿童提供中医健康指导。 

5、开展对重点疾病及危害因素监测，有效控制疾病流行，为制定相关政策提

供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助理国家脱贫攻坚。保持重点地方病防治措施全面落实。

开展职业病监测，最大限度地保护放射工作人员，患者和公众的健康权益。同

时推进妇幼健康，健康素养促进、医养结合和老年人健康服务、卫生应急、计

划生育方面工作。 

绩效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疫

苗 
≥90% 

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 ≥85%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85% 

老年人健康管理率 ≥70% 

高血压患者管理人数 2型糖尿病

管理人数 
67539 

2型糖尿病管理人数 21836 

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65% 

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65% 

质量指标 

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 ≥60%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率 ≥60%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率 ≥80% 

肺结核患者管理率 ≥90%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时间报

告率 
≥95% 



 

效益指

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差距 不断缩小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四）计划生育支出 

政策内容： 

1.奖扶：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发放标准 80

元/人/月； 

2.特别扶（伤残、死亡、手术并发症）：独生子女伤残

发放标准每年 350元/人/月，独生子女死亡发放标准每年 450

元/人/月；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扶助金发放标准三级每年

200 元/人/月；二级每年 300 元/人/月，一级每年 400 元/

人/月。 

3.提标（特扶对象） 死亡：女方（满 49-54 周岁），

男方（满 55—59 周岁），每人每月提高 150 元；女方（满

55 周岁及以上），男方（满 60 周岁及以上）每人每月提高

500 元。 

伤残：女方（满 49—54 周岁），男方（满 55-59周岁）

每人每月提高 150 元；女方（满 55 周岁及以上），男方（满

60 周岁及以上）每人每月提高 300 元。 

享受国家政策 60%，享受河北省政策 20%，享受武安市

政策 20%。 

年初预算： 

资金 178.75 万元：中央 92.34万元，省级 32.24万元，

本级资金：54.17 万元。 



 

绩效目标： 

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

位： 
广平县卫生健康局   单位：   

项目名称 2021 年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和特别扶助 

项目实施

（主管）

单位 

广平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负

责人 
  

 

资金情况

（万元） 

总投资 178.75 

其中：上级资金 124.58 

本级资金 54.17 

资金用途 
发放 2021 年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和特别扶助金、特别扶助提标资金 

绩效目标 
通过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和特别扶助对象发放奖励扶助金，有效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达到加强计划生育家庭的发展能力及上级考核达标的目的。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

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

定依据 

评（扣分标

准） 
符号 值 

单位（文

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部门整体

绩效完成

率 

实际发放的

扶助金金额

占计划发放

金额的比率 

= 100.00 

% 往年经验 
每降低一个

百分点扣 10

分 

成本

指标 

       

质量

指标 

上级考核

是否达标 

上级考核是

否达标 

文字

描述 

达到上

级 

考核标

准 

是 往年经验  

时效

指标 

预算绩效

改革完成

时限 

预算绩效改

革完成时限 

文字

描述 

2021 年

12 月 

底发放

到位 

2021 年 往年经验  

效果指标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预算绩效

改革影响

时间 

预算绩效改

革影响时间 

文字

描述 

加强计

划生 

育家庭

的发 

展能力 

长期 往年经验  



 

        

满意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指标 

部门满意

度 

通过问卷调

查，满意和

较满意的受

益对象占全

部调研对象

的比例 

>= 95.00 % 往年经验 每降低一个

百分点扣 10

分 

(五)学生资助项目 

政策内容： 

1.学前教育阶段 

资助对象：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的家庭

经济困难儿童。 

资助标准：原则上每生每年 500元-1000元。 

申请方式：每年 9 月份，家长或监护人向所在幼儿园申

请。 

2.义务教育阶段 

免除学杂费：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免除学

杂费；民办学校学生免除学杂费标准按照中央确定的生均公

用经费基准定额执行（现行标准为小学每生每年 735 元、初

中每生每年 935元，均含取暖费 85 元），学校相应降低义

务教育学生收费标准。 

免费提供教科书：对所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免

费提供国家规定课程教科书。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中

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和四类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学生

（原建档立卡以及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

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补助生均补助标准：小学

1000元/年，初中 1250元/年（特教 1500元/年）。四类家

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生均补助标准：小学 500元/

年，初中 625元/年。 

申请方式：每年 9 月份，学生向所在学校申请。 

3.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资助对象：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主要用于受助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开支。 

资助标准：平均每生每年 2000元，具体标准由各市、

县结合实际在 1000 元—3000 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为 2-3

档。 

申请方式：每年 9 月份，学生向所在学校申请。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 

资助对象：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通过高

考、高职单招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的家庭经

济困难新生。 



 

资助标准：河北省内院校录取的新生每人 500元，河北

省外院校录取的新生每人 1000元。 

申请方式：高考录取后，学生向毕业学校或县级教育部

门申请。 

大学新生入学救助 

救助对象：当年在我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

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 

救助标准：每生 2000 元-3000 元，具体数额由县评定小

组确定。 

申请方式：高考结束后，学生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

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网址 http://dxxsjz.hee.gov.cn）

或向毕业学校申请。 

4.中等职业教育阶段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 

奖励对象：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生中

特别优秀的二年级及以上学生。 

奖励标准：每生每年 6000元。 

申请方式：每年 9 月份，学生向所在学校申请。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 



 

资助对象：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

的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我省纳入国家燕山—太行山区连片特困地区的 22个

县的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学生（不含县城）全部纳入享受助学

金范围。 

资助标准：原则上平均每生每年 2000元。 

申请方式：开学后，学生向所在学校申请。 

5.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 

资助对象：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

的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

涉农专业学生、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民族地区学校就读

学生、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其他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

外）。 

补助标准：免学费补助资金按照每生每年 2000元标准

测算。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学费标准高于补助的部分，学校可

以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 

申请方式：开学后，学生向所在学校申请。 

6.建档立卡学生资助 

资助范围：在我省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

式注册学籍的原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

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经济困难残疾人家庭的学生、农



 

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在省内公办中

等职业学校、普通高校（不含独立学院）就读，具有全日制

学历教育正式注册学籍的我省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 

资助内容：免学费、免住宿费、免费提供教科书，按规

定享受国家助学金。 

申请方式：学生向所在普通高中、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和

普通高校申请。 

年初预算：上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 1599 万元，本级配

套 233万元。 

绩效目标： 

项目名称 2021年学生资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主管部门 广平县教育体育局 实施单位 
广平县教育体育

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832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每项资金的名称和规

模） 

上级 1599万元，本级 233万

元 

             其他资金 无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持续实施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人次 ＞28000人次 

质量指标 贫困学生覆盖率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1年 ≥1年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资助学生满意度 ≥98% 

 

 

（六）义务教育阶段（含特教、残疾生）生均公用经费 

政策内容：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含民办学校学生）免

除学杂费、 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

生活费。民办学校 学生免除学杂费标准按照中央确定的生

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标准 执行。免费提供国家规定课程教

科书和免费为小学一年级新生提供正版学生字典所需资金，

由中央财政全额承担。 

地方教材按照“谁征订、谁负责”原则，免费发放给学

生。家庭经济困难寄宿 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由中央、省与地

方按规定比例分担，中央和省 级财政补助经费具体根据各

地义务教育寄宿生数、寄宿生贫困面、 补助标准、分担比

例等因素核定（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及分配公 式详见附表，

下同）。中央财政对城市学生的免费教科书，以及中 央和

省级财政对城市寄宿生生活费补助。 

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小学 735 元/年. 人、初中 935

元/年.人（含取暖费 85元 /年.人） 

年初预算：提前下达 2021年中央资金 2985万元，提前

下达 2021年省级资金 1352万元，本级资金安排 500 万元。 

绩效目标： 



 

 

项目名称 
2021年义务教育阶段（含特教、残疾

生）生均公用经费 

项目负责人

及电话 
 

主管部门 广平县教育体育局 实施单位 
广平县教育体

育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837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每项资金的名称和规模） 
上级 4337万元，本级

500万元 

             其他资金 无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持续实施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人

次 
＞50000人次 

质量指标 学生覆盖率 100% 

效益指

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1年 ≥1年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8% 

 

 

七、广平县其他重要事项的解释说明 

    根据2021年预算安排情况，暂无其他重要事项需要解释

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