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河县直达资金项目安排统计表

白河县财政局 单位：万元

主管处室 资金项目名称 上级预算指标文号 上级下达预算 本级预算指标文号 下达部门 本级下达预算 项目明细

直达资金合计 32,776.38 32,776.38 

01001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3,000.00 3,000.00 

预算股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直达） 安财债〔2020〕34号 3,000.00 白财预〔2020〕40号 白河县水利局 3,000.00 白河县天宝水库建设项目

01002正常转移支付 10,429.00 10,429.00 

预算股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
资金（正常直达）

安财预〔2020〕13号 300.00 白财预〔2020〕45号 白河县财政局预算股
960.00 

2020年7-8月份行政事业单位干部工资

预算股 安财预〔2020〕45号 660.00 白财预〔2020〕45号 白河县财政局预算股

预算股

均衡性转移支付（正常直
达）

安财预〔2019〕84号 510.00 白财预〔2020〕45号 白河县财政局预算股 510.00 

预算股 安财预〔2020〕12号 1,586.00 白财预〔2020〕45号 白河县财政局预算股 1,586.00 

预算股 安财预〔2020〕44号 1,998.00 白财预〔2020〕45号 白河县财政局预算股 1,998.00 

预算股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正常直达）

安财预〔2020〕46号 1,874.00 白财预〔2020〕8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311.1537
2020年度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和生态环境监测
维护

预算股 白河县住和城乡建设局 362.84
2020年度污水处理厂托管、公厕、市政排污
排水、园林绿化及道路洒水运维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垃圾污水处理中心 318.34 2020年度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运行费项
目

预算股 白河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 635.043987 2020年城市环境管理运营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 223 2020年度保洁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中厂镇人民政府 23.622313中厂水源地保护项目

事财股

2020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
费（直达基层部分）

安财教〔2020〕65号 154.00 

白财教〔2020〕32号

白河县第二中学 6.27 

2020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直达基层）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

事财股 白河县第三中学 3.96 

事财股 白河县中厂初级中学 2.31 

事财股 白河县构扒初级中学 3.96 

事财股 白河县宋家初级中学 4.29 

事财股 白河县双丰初级中学 2.31 

事财股 白河县仓上初级中学 4.95 

事财股 白河县冷水初级中学 3.30 

事财股 白河县麻虎初级中学 4.29 

事财股 白河县城关初级中学 6.60 

事财股 白河县城关小学 1.32 

事财股 白河县城关镇中心小学 3.96 

事财股 白河县中厂镇中心小学 1.32 

事财股 白河县构扒镇中心小学 3.30 

事财股 白河县卡子镇中心小学 0.99 

事财股 白河县茅坪镇中心小学 4.29 

事财股 白河县宋家镇中心小学 3.63 

事财股 白河县双丰镇中心小学 2.64 

事财股 白河县西营镇中心小学 3.30 

事财股 白河县仓上镇中心小学 3.30 

事财股 白河县小双镇中心小学 0.99 

事财股 白河县冷水镇中心小学 2.31 

事财股 白河县麻虎镇中心小学 1.98 

事财股 白河县阳光学校 0.43 

事财股

白财教〔2020〕33号

白河县茅坪镇中心小学 25.00 

2020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直达基层）
—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补助资金

事财股 白河县仓上镇中心小学 35.00 

事财股 白河县仓上初级中学 18.00 

农业股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发展资金）

安财农〔2019〕111号 2,500.00 白财农〔2019〕49号 白河县扶贫开发局

119.00 城关镇产业发展项目

农业股 139.00 构扒镇产业发展项目

农业股 65.00 卡子镇产业发展项目

农业股 241.00 茅坪镇产业发展项目

农业股 182.00 宋家镇产业发展项目

农业股 108.00 双丰镇产业发展项目

农业股 183.00 仓上镇产业发展项目

农业股 148.00 西营镇产业发展项目

农业股 147.00 麻虎镇产业发展项目

农业股 11.00 麻虎镇资产收益项目

农业股 204.00 冷水镇产业发展项目

农业股 195.47 林业局产业发展项目

农业股 486.00 安全饮水项目

农业股 271.53 扶贫贷款贴息项目

社保股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正
常直达）

安财社〔2020〕90号 73.00 白财社〔2020〕55号

白河县城关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6.35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社保股 白河县构朳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6.82 

社保股 白河县卡子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6.34 

社保股 白河县茅坪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10.32 

社保股 白河县宋家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6.89 

社保股 白河县双丰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4.75 

社保股 白河县西营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7.29 

社保股 白河县仓上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7.30 

社保股 白河县冷水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6.76 

社保股 白河县冷水镇小双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3.46 

社保股 白河县麻虎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6.72 



白河县直达资金项目安排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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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股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补助经费（正常直达）

安财社〔2020〕93号 164.00 白财社〔2020〕82号 白河县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经办中心 164.00 
2020年中央财政调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水平补助

社保股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正常直达）

安财社〔2020〕99号 39.00 白财社〔2020〕58号 白河县医疗保障局 39.00 2020年中央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社保股 安财社〔2020〕100号 403.00 白财社〔2020〕59号 白河县医疗保障局 403.00 
2021年中央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第二批）

社保股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

（正常直达）
安财社〔2020〕119号 168.00 白财社〔2020〕87号 白河县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经办中心 168.00 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财政补助

01003特殊转移支付 11,767.38 11,767.38 

预算股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
资金（特殊直达）

安财预〔2020〕47号 8,226.00 白财预〔2020〕42号

白河县卫生健康局         800.00 2020年高龄老人生活保健补贴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交通运输局         510.00 白郧大桥新建工程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经办中心

      3,869.00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补助项目

预算股       1,838.00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工资补助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第二中学 41.76 

全县教师增核工资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第三中学 29.00 

预算股 白河县城关初级中学 83.8267 

预算股 白河县中厂初级中学 21.46 

预算股 白河县构扒初级中学 22.6267 

预算股 白河县宋家初级中学 13.44 

预算股 白河县双丰初级中学 17.8266 

预算股 白河县仓上初级中学 24.94 

预算股 白河县冷水初级中学 16.24 

预算股 白河县麻虎初级中学 15.08 

预算股 白河县城关小学 54.52 

预算股 白河县城关镇中心小学 87.58 

预算股 白河县中厂镇中心小学 40.02 

预算股 白河县构扒镇中心小学 37.70 

预算股 白河县卡子镇中心小学 30.80 

预算股 白河县茅坪镇中心小学 77.985 

预算股 白河县宋家镇中心小学 34.80 

预算股 白河县双丰镇中心小学 31.68 

预算股 白河县西营镇中心小学 50.10 

预算股 白河县仓上镇中心小学 52.085 

预算股 白河县小双镇中心小学 18.56 

预算股 白河县冷水镇中心小学 40.64 

预算股 白河县麻虎镇中心小学 40.52 

预算股 白河县幼儿园 34.205 

预算股 白河县城关镇中心幼儿园 40.205 

预算股 白河高级中学 199.20 

预算股 白河县职业教育中心 47.40 

预算股 白河县阳光学校 4.80 

经建股 2020年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
设补助资金预算

安财建〔2020〕101号 1300.00 白财建〔2020〕109号 白河县卫生健康局
500.00 医疗防护物资项目

经建股 800.00 医疗救治设备项目

社保股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
（特殊直达）

安财社〔2020〕97号 105.00 白财社〔2020〕81号 白河县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经办中心 105.00 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中央财政补助

社保股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特殊直
达）

安财社〔2020〕96号 111.00 白财社〔2020〕57号 白河县医疗保障局 111.00 
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难以
负担个人自付费用给予补助

社保股

体制结算—各项结算补助
（特殊直达）

安财社〔2020〕89号 172.70 

白财社〔2020〕65号

白河县人民医院 172.70 “两会”期间疫情防控及发热门诊建设

社保股

安财社〔2020〕88号 250.00 

白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9.992“两会”期间疫情防控支出

社保股 白河县中医医院 60.00 城关、中厂、构扒影响筛查及物资设备采购

社保股 白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3.00 发热门诊防控物资

社保股 白河县仓上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11.00 天宝隔离点、影像筛查及防控物资采购

社保股 白河县中厂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11.00 
县级疑似患者隔离治疗、欣岛湖隔离及物资
采购

社保股 白河县宋家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8.00 隔离点物资采购

社保股 白河县教育体育和科技局 23.40 学校红外成像监测类防控物资采购

社保股

白河县卫生健康局 103.60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出
社保股

社保股 白河县医疗保障局 20.008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出

社保股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特
殊直达）

安财社〔2020〕102号 725.46 白财社〔2020〕60号

白河县民政局 699.78 困难群众临时价格补助资金

社保股 白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5.68 优抚对象临时价格补助资金

社保股 安财社〔2020〕91号 496.50 白财社〔2020〕56号 白河县民政局 496.50 困难群众救助

社保股

体制结算—公共卫生体系建
设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

建设（特殊直达）
安财社〔2020〕110号 380.72 白财社〔2020〕79号

白河县卫生健康局 162.68 基层新冠肺炎等重点传染病监测和能力建设

社保股 白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3.04 疫苗冷链能力建设

社保股 白河县人民医院 55.00 县级公立医院医防结合能力建设

社保股 白河县中医医院 100.00 县级中医医院传染病防治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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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4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7,580.00 7,580.00 

预算股

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安财预〔2020〕48号 7,580.00 白财预〔2020〕41号

白河县卫生健康局       3,500.00 
县人民医院河街院区、妇计中心和残疾人康
复中心建设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人民医院

        260.00 核酸实验室建设项目

预算股         200.00 疫情防控应急保障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垃圾污水处理中心         350.00 
县垃圾污水处理中心环保基础设施提升改造
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水利局

        400.00 县城供水扩容提升工程建设项目

预算股         200.00 县城供水水源工程（马力沟水库）建设项目

预算股         600.00 天宝农业抗旱灌溉带贫益贫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民政局         368.00 困难残疾人生活救助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21.00 
毛绒玩具文创产业及社区厂生产经营场地租
赁费补贴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经济贸易局         179.60 
应对疫情影响支持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项
目

预算股 白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420.3842 优抚对象生活补助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财政局国库股         300.00 应对疫情促进消费支持经济发展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         89.382 疫情防控应急保障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中厂镇人民政府          22.00 疫情防控应急保障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宋家镇人民政府          12.00 疫情防控应急保障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仓上镇人民政府          32.00 疫情防控应急保障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           6.00 疫情防控应急保障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公安局 30.2886 白河县看守所、拘留所人员核酸检测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02.8952 从业人员健康检测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8.00 实验室改造建设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中医医院

39.50 负压救护车购置项目

预算股 60.00 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建设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9.00 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建设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城关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6.00 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建设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中厂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7.90 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建设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构朳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19.81 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建设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卡子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9.40 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建设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茅坪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10.00 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建设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宋家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11.80 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建设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双丰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26.00 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建设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西营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11.54 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建设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仓上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11.00 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建设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冷水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19.00 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建设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冷水镇小双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4.90 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建设项目

预算股 白河县麻虎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 2.60 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