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 文号 金额(万元）

1、返还性收入 28428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财预[2003]111号 319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赣财预[2009]76号 356

      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 2784

      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19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 13251

      其他返还性收入 11699

2、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225.60

分配接收2006年军队转业干部2007年人员经费（从2008年起列固定补
助）

赣财行[2007]140号 0.48

分配接受2007年军队转业干部2008年人员经费（从2009年起列固定补
助）

赣财行[2008]125号 0.8

2008年军队转业干部2009年人员经费（固定补助） 赣财社[2009]123号 0.48

接收2009年军队转业干部2010年人员经费 赣财社[2010]123号 0.48

提前下达2021年食品药品监管省级补助资金 赣财行指[2020]43号 17.59

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 赣财行指[2020]49号 1.5

一次性追加抚恤、退休、救济事业费 财文103号、财文104号 8.55

提前下达2021年优抚对象中央补助资金 赣财社指[2020]81号 2165

接收2012年军队转业干部2011年人员经费 赣财社[2011]260号 0.48

2021年春节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补助资金 赣市财社字[2021]8号 3.41

提前下达2021年优抚对象中央补助资金 赣财社指[2020]81号 88

2021年省级林业补助资金 赣财资环指[2020]38号 869.31

提前下达2021年外经贸发展资金 赣财建指[2020]233号 33.62

84-86年军转干经费（固定补助   6116） 赣财文[1988]87号 2.8

87-95年军转干经费（固定补助   6116） 赣财文[1996]109号 0.52

96-97年军转干经费（固定补助   6116） 赣财文[1998]143号 1.31

98年军转干经费（固定补助 6116） 赣财文[1999]131号 1.12

99年军转干经费（固定补助   6116） 赣财文[2000]152号 1.23

2001年军转干经费（固定补助   6116） 赣财行[2002]129号 0.5

84-86年军转干经费（固定补助，其中省直管县43.6万元） 赣财文[1988]87号 7.24

87-95年军转干经费（固定补助） 赣财文[1996]109号 5.7

中央、省、市财政提前下达2021年转移支付资金情况表



项目 文号 金额(万元）

接收2002年军队转业干部2003年人员经费(从2004年起列固定补助) 赣财行[2003]104号 0.215

接收2003年军队转业干部2004年人员经费(从2005年起列固定补助) 赣财行[2004]92号 0.1482

分配接收2004年军队转业干部2005年人员经费（从2006年起列固定补
助）

赣财行[2005]124号 0.35

分配接收2005年军队转业干部2006年人员经费（从2007年起列固定补
助）

赣财行[2006]136号 0.96

安排2013年接收军转干部2014年人员经费 赣财社[2013]155号 0.64

提前下达2021年度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赣财行指[2020]35号 13.17

3、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45,347.00

提前下达2021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赣财社指[2020]84号 1768

提前下达2021年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 赣财预指[2020]64号 41236.2

提前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2021年财政补助资金 赣财社指[2020]78号 1925

提前下达2021年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 赣财资环指[2020]38号 838.87

提前下达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赣财教指[2020]51号 3081.6

乡镇转移支付资金 赣财预[2008]136号 230

村级转移支付资金 赣财预[2008]137号 520.15

在职村干部基本报酬补助
赣财预[2010]324号、赣财
预[2011]133号

179.9

下达2012年在职村干部基本报酬省财政补助经费 赣财预指[2012]3号 155.2

基层组织运转保障补助经费（每乡镇增加40万元、每社区增加4万元） 赣财预指[2014]66号 792

2015年村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每村补助0.5万元） 赣财预指[2015]8号 130

追加基层组织运转补助经费（社区补助） 赣财预指[2015]34号 8

基层组织运转保障补助经费（每乡镇增加30万元、社区2万元、行政村
0.5万元)

赣财预指[2015]44号 698

基层组织运转保障新增补助经费（每乡镇增加40万元、行政村0.5万元、
民族乡再加10万元、民族村再加0.5万元)

赣财地指[2016]25号 1095

村民小组长报酬省财政补助资金 赣财行指[2014]113号 161.94

2013年在职村干部基本报酬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赣财预指[2013]8号 127.9

2017年基层组织运转保障新增补助经费 赣财地指[2017]28号 895.6

提前下达2021年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赣财预指[2020]68号 15954

2018年基层组织运转保障新增补助经费（行政村及居委会增加1万元） 赣财地指[2018]26号 330

提前下达2021年度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中央和省财政补助资金 赣财行指[2020]46号 26.1

提前下达2021年度下派选调生到村工作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赣财行指[2020]47号 1

提前下达2021年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免费开放补助资金 赣财文指[2020]79号 145

2021年博物馆纪念馆逐步开放免费开放补助资金 赣财文指[2020]81号 19



项目 文号 金额(万元）

下划县矿产资源部门收支基数 赣市财建字[2019]100号 120.16

下划县（市）矿产资源部门收支基数（因矿管下放而取消的原上解基
数）

赣市财建字[2019]100号 120

提前下达2021年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赣财建指[2020]193号 1470

提前下达2021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赣财预指[2020]50号 3085

国有农场、林场、水利困难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生活补助资金
赣财农指[2014]3号/赣财
农指[2013]9号

211.7

下达林业产权制度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赣财预[2009]39号 23

下达2009年人均100元生活补贴省财政财力性补助经费 赣财预[2009]40号 1371

下达城镇社区基层党组织省财政补贴经费 赣财预[2010]86号 33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经费（其中：02年安排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
支付2377万元；取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税转移支付2372万元，不含民兵
训练经费）

财预[2006]179号 4749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经费（含降低、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不含
民兵训练经费）

赣市财预[2006]116号 89

国有农场补助经费 赣财预[2008]230号 152.4

国有农场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赣财预[2008]253号 49.7

省以下工商、质监部门经费基数补助（工商1238.38万元、质监87.64万
元）

赣财预指[2014]99号 1326.02

追加省以下工商部门经费基数 赣财预指[2015]103号 5.68

2014年以前固定补助 08年及以前基数 -110

提高村干部基本报酬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赣财行指[2015]102号 36.29

提高村干部基本报酬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赣市财行字[2015]58号 47.36

下达乡镇卫生院人员基本工资差额转为全额保障省级财力性补助经费 赣财预[2009]114号 387

企业军转干部补助 财预[2004]57号 9.3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给予财力补助 赣财地指[2019]12号 328

退耕还林财政减收转移支付（2006年起列固定补助项目） 财预[2006]232号 71

调减2016年固定数补助资金 赣财地指[2016]32号 -479

2017年部分财力性补助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补助8701万元、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资金补助432万元、基层行政人员津补贴补助58
万元)

赣财地指[2016]37号 9191

2017年部分财力性补助资金(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补助) 赣财地指[2016]37号 2673

2017年部分财力性补助资金(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补助) 赣财地指[2016]37号 294

补助基层行政单位工作经费 赣财行指[2018]23号 4

“基层科普行动计划”资金 赣财文指[2019]27号 14

提前下达2021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 赣财预指[2020]60号 7963.5

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和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赣财扶指[2020]19号 2727



项目 文号 金额(万元）

提前下达2021年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政法委） 赣财政指[2020]14号 41

提前下达2021年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公安局，其中服装费用50.88万元、
保险费3.68万元、枪支弹药经费4.73万元）

赣财政指[2020]14号 1171.37

提前下达2021年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森林公安局，其中服装费用5.8万元
、保险费0.26万元、枪支弹药经费0.08万元）

赣财政指[2020]14号 63.14

提前下达2021年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检察院，其中服装费用4.69万元） 赣财政指[2020]14号 244.69

提前下达2021年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法院，其中服装费用7.48万元） 赣财政指[2020]14号 399.48

提前下达2021年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司法局，其中服装费用7.48万元） 赣财政指[2020]14号 196

基层公安系统增加警力补助经费 赣财政指[2017]35号 544.45

提前下达2021年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中央补助资金 赣财教指[2020]55号 687.6

提前下达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赣财教指[2020]51号 7935.7

提前下达2021年省级教育共同事权转移支付资金 赣财教指[2020]74号 1440.4

提前下达2021年省级抚恤救助等补助资金（老年人办理意外保险） 赣财社指[2020]80号 20

提前下达2021年省级抚恤救助等补助资金（精简退职等62万元、农村离
任两老46万元、居委会及三院人员工作补贴47万元、城镇贫困群众脱贫
解困资金163万元）

赣财社指[2020]80号 318

提前下达2021年省级抚恤救助等补助资金（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费430万元）

赣财社指[2020]80号 430

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赣财社指[2020]75号 25.92


	8、提前下达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