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内财教 〔2021〕 604号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教育厅转发财政部 教育部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资金

管理办法》等五个文件的通知

各盟市财政局、教育 (教体 )局 ,自 治区直属高等学校 :

现将财政部、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

计划资金管理办法》(财教 〔⒛21〕 筠 号 )、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

经费管理办法》(财教 (2θ21〕 “ 号 )、 《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财教 (2021〕 ” 号 )、 《艾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财教 〔2θ2I)73号 )、 《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财教 〔2021〕 74号 )等 5个文件转发你们,并提出

如下要求,请—并遵照执行。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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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盟市财政、教育部门应当于每年 ⊥θ月底前,按照资

金管理办法要求,将下一年度补助资金申报材料报送自治区财政

厅、教育厅。各地申报材料将作为自治区分配资金的重要依据。     、

二、各盟市财政、教育部门要按照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科技领域、教育领域自治区与盟

市财政事权与文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内 政办发 〔2021〕

32号 )要求,及时足额落实应承担的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

合理确定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项目管理级次和实施办法。对学

前教育、特殊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等自治区与盟市共同财政事权 ,

要按规定做好预算安排,切实落实支出责任。

三、各盟市财政、教育部门、各高校要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

法安排使用资金。自治区将围绕年度重点工作,进一步加大省级

统筹力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各盟市财政、教育部门、各高校要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要求,科学设定绩效目标,加强预算绩效监控,组织开

展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应用◇

五、各盟市财政、教育部门、各高校要切实加强资金管理,

严禁擅自改变专项转移艾付资金用途,严禁截留、占用、挪用专

项转移艾付资金。

附件:1.《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资金锴理办法》

(另扌启攵 〔202⊥ 〕 55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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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财教 〔2021〕

56号 )

3.《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 72号 )

4.《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教 〔2θ 21〕

73号 )

5.《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贝扌铐攵 〔2021〕  74谓卜)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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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1年 6月 4日 印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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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教 〔202L) 55 号

财政部 教育部*手印发 巛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nlJ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 (局
)、 教肓厅 (局 、教委 ),新

疆生产建谈兵囱财政局、教育局:

为规范和加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资金管理,     |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将 《中小学幼儿园镦师国家级培训计划资

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 ⊥—     .



附件: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资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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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囱家级培训

计划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预算管理有关

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

划资金 (以 下称补助.资金 ),是指中央财政用于支持中西部

地区开展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的转移支付资金。实施

期限稂据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杈和支出赍饪如分、丈

持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等确定。

第三条 补助资金管理遵循“
中央引导、省级统筹,突 出

重点、讲求绩效,枧范透明、强化监督
’
l的原则。

第四条 补助资金由财政部、教育部根据党中央、回务

院有关决策部署和新时代教师培训工作重点确定支持内容。

第五条 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培训期间直接发生的

备项|费用支出氵具体包括 :

(— )住宿费是指参训人员培训期间发生的租隹房间的

费用。

(二 )伙食费是指参训人皋抟训期淘发生的角餐费用。
(三 )培训场地及设备费是指用于培训的会议室、教室

或实验室租金、网络研修平台和相关设备租金。



(四 )讲课费是指聘请师资授课所文付的必要报酬。

(五 )培训资料费是指培训期间必要的学习资料费、网

络课程资源费及办公用品费。

(六 )交通费是指用于接送以及统一组织的与培训有关

的考察、调研等发生的交通支出。参训人员外出培训发生的

交通费,按照相关规定回所在单位报销。

(七 )其他费用是指现场教学费、文体活动费、医药费

以及授课教师交通、食宿等支出。

各省级财政.教育部门要根据当地物价水平、目家和各

省 (区 ,市 )有关培训费管理规定,本着厉行勤俭节约的原

则,结合实际合理确定具体指导标准。

第六条 扑助资金由财政部会同教育部共同管瑾。教育

部负责审核地方提出的区域绩效目标等相关材料和数捃,提

供资金测算需要的基础数据,并对提供的基础数据的准确性、

及时性负责。财政部根据预算管理相关规定,会同教育部研

究确定有关省份补助资金预算金额、资莶的整体绩效目标。

省级财政、教育部门负贵明确省级及省以下各级财政
`

教育部门在基础数据审核、资金安排、便用管理等方苗的责

任,切实加强资金管瑷.

第七条 补助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分配因素及其权董

和计算公式如下:



基础因素 (权重 80%)下设各省份农村中小学幼儿园专

任教师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落实中

央指示要求等子因素;投入因素 (权重⒛%)下设省级教师

培训投入情况等子因素。各因素数捃主要通过相*统计资料、

各省份资金申报材料获得。

财政部会同教肓部综合考虑各地工作进展等情况,研究

确定绩效谓节系数,对资金分配情况进行适当调节。

计算公式为:某省份补助资金〓 (该省份骞础因素/∑有

关省份基础因素x权重+该省份投入因素
`Σ

有关省份投入因

素x权重 )×补助资金年度预算总额x绩效调节系数

财政部.教育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和教

师队伍建设新形势等情况,适时调整完善相关分配因素、权|

重、计算公式等。

第∧条 省级财政、教育部冖应当于每年2月 底前向财

政部、教育部报送当年补助资荃申报材料,并抄送财政部当

地监管局。申报材料主要包括:

(一 )上年度ェ作总结,包括上年度补助资金使用情况、

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绩效评价结果、地方财政投入情况、

主要管理措施、问题分折及对策等。

(二 )当年工作计划氵主要包括当年兮省 (区 t市 )工

作目标和补助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荤点任务和资金安排计划,

绩效目标要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



(三 )上年度省级财政安排用于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方面

的补助资金统计表及相应预算文件。

第九条 财政部手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中央预

算后三十日内,会同教育部正式下达补助资金预算,并抄送

财政部当地监管局。每年 ⒒0月 j1臼 前,提前下迭下一年度

补助资金预计数。省级财政在收到资金预算后,应 当会向省

级教育部门在三十日内按照预算级次合理分配、及时下达本

行政区域县级以上各级玖府部门氵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

第十条 补助资金支付执行国庠集中支付制度ρ涉及政

府采购的,应 当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执行。

第十-条 省级财政、教育部门在分配补助资金时冫应

当结合本地区年度重点工作和省级财政安排相关资金氵加大

省级统筹力度:重点向革命老区、边疆地区、民蔟地区和脱

贫地区倾斜。

地方各级财政、教育部门应当落实资金管理主体责任 ,

加强区域内相关教育经费的统筹安排和使用:指导和督促本

地区中小学幼儿园健全财务、会计、资产管理制度。加强预

算管瑾,细仳预箅编制,硬化顶算执行,强化预算蓝督;魂

范财务管理,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苑和高效。

各级财政、教育部门要加强财政风险控剞,强化流程控

制、依法合规分配和使用资金,实行不相容岗位 (职责 )分

离控制。



第十二条 培训任务承担单位要按照预箅和国库管理

等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杌制j制定绩效考核和内部

人员激励措施,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第十三条 补助资金原则上应在当年执行完毕,年度耒

支出的资金按财政部结转结余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各级财政、教育部门要按照全面实施预箅绩

效管理的要求,建立婕全全过程预箅绩效管理机制,按规定

科学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对照绩效目标傲好绩效监控,认真

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应用 ,做好绩效信息公开氵

提高补助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财政部、教育部根据工

作需要适时组织开展重点绩效评价。

第十五条 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应当按照工作职责和财

政部要求氵对补助资金实施监管。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会

同同级教肓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材料审核申报、资金使

用管理等工作,要建立“谁使用、谁负责
”
的责任机锎。严禁

将资金用于平衡预算、偿还债务、支付利j憝 、对外投资等支

出氵不得苁资金中提取工作经费或管理经费。

第十六条 各级财玖、教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申报使

用补助资金的部门.单位及个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

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财政郜、教育部负责解释。各省级

财政、教育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

具体管理办法,报财政部、教肓部备案,并抄送财政部当地

监管局。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财政部 教育部

关于印发<中 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教 〔20” )” 7号 )同 时废止。

信怠公并选项|圭动公开

抄遘:财政部有关监管局。

财政部办公厅 ⒛纽年珐月⒒日印发



附件2

文件

月扌逮攵 (2o2】 ) 56 |劳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 巛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
)、 教育厅 (局 、

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教育局:

为规范和加强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瑕,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经国务院同意,现将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堙办法》申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政

育

财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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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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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l件 :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

第-条 为加强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氵根播国家预箕管理有关
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条 本办法所称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以 下称补
助经费),是指中央财政用于支持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转移
支付资金。本办法所称城市、农村地区划分标准{国家统计
局最新版本的《统计用区划代码》中的第⒌6位 (区县代码 )

为 O1勹 0丘 《统计用城乡划分代码》中的笫 13-1J位 (城 乡
分类代码)为 111的 主城区为拭市,其他地区为农村。

第三条 补助经费管理遵循 “城乡统—、重在农村,统
筹安排-突出重点,客观公正、规范透明,注童缋效.强化
监督”

的原则。

第四条 现阶段氵补助经费丈持方向包括:

(— )落实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1.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食民办学校学生)兔|除学杂费、
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生活费|。 民办学
校学生由学校按照获得的生均公用经费补助兔除孥杂费。免
费提供国家规定课程教科书和免费为小学 年̄级新生提供
正版学生字典的补助标准由卤家统一制定,所需资金由中央



财政全额承担 (含 以⒛1‘ 年为基数核定的出版发行少数民

族文字教材亏损补贴 )。 家庭经济凼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由

中夹与地方按规定比例分担.其中家庭经济因难寄宿生生活

补助国家基础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并按国家基础标准的一

定比例核定家庭经济因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

2~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 (含民办学校)按照不低于生均

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的标准补助公用经费,并适当提高寄宿制

学校、规模较小学校、北方取暖地区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和

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的公用经费补助水平。城乡义务教肓生均

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由国家统一制定。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由中

央与地方按规定比例分担,用 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

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支出,具体支出范围

包括:教孛业务与管理、教师培训、实验实习、文体活动,

水电、取暖、交通差旅、邮电,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等购置,

房屋、建筑物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维护等。公用经费补助

资金不得用于教职工福+ll、 临时聘用人员工资等人员经费,

基本建设投资,偿还债务等方面的支出。其中,教师培训费

按照学狡年庋公用经费预箅总顿的踽安排,用 于教师按照学

校年度培训计划参加培训所需的差旅费、伙食补助费△资料

费和住宿费等开支。

3.巩崮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建狡舍及其附属设



施。公办学校校舍单位面积补助测算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

所需资金由中央与地方按规定比例分担。

4.对地方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莰策给予综合奖补,

奖扑资金根据奖补标准、调整系数等绩效因素核定,地方可
统筹用于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相关支出。

(二 )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中央财政对特岗教师给予工资性补助,补助资金按规定据实
结算。

(三 )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革营养哝善计划。国家统一
制定学生营养膳食补助国家基础杯准。国家试点地区营养膳
食补助所需资金:由 中央财玖兮颓承担,用于向学生提供等
值优质的食品,不得以现金形式直接发放。不得用于补贴教
职工伙食、学校公用经费,不得用于劳拜费、宣传费、运翰
费等工作经费;对于地方试点地区,中央财政给予生均定额
奖补。

第五条 财政部、教育部根据党中央i国务院有关决策
部署、义务教育改革发展实际以及财力状况适时调整相关补
助标准、分配因素及计算公式丿并按枧定揖经国务|院批准后
执行。现行补劝标准、分配因素和计箨方法详见附表。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分配公式为:某省份城乡义务教
育补助经费扌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匍资金+特 岗教师ェ
资性补助资舒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资金。



第六条 省级财政、教育部门应当于每年 1月 底前将当

年补助经费申报材料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审核。监管局采取

材料审核、实地检查等方式,对申报材料中反映的政策落实

和资金仗月管理情况进行审核,向财政部出具审核意凡。经

监管局审核后,省级财政、教育部门干 2月 底前将申报材料

报送财政部、教育部。

申报材料主要包括:

(一 )上年度工作总结,主要包括上年度补助经费使用

情况、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地方财政投入情况、主要管

墁措施、问趣分析及对策。

(二 )当年工作计划,主要包括当年全省义务教育工作

目标、补助经费区域绩效目标表、重点任务和资金安排计划 ,

绩效指标要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

第七条 补劝经费由财政部、教育部共同管理。教育部

负责审核地方畏出的区域绩效目标等相关材料和数据丿提供

资金测箅需要的基础数据,并对提供的基础数据的准确性、

及时性负责。财政部根据预算管理相关规定,会同教育部研

究确定各省份扑助经费预箅金嵌、补助经费整休绩效目标。

省级财政、教育部门负责明确省级汲省以下各级财政、教育

部门在基础数据审核、经费分担、资金便用管理等方面的贵

任,切实加强资金管理。



第八条 财政部亍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中央预箅
后三十日内,会同教育部正式下达补劢经费预算,并抄送财

政部当地监管局。每年 I0月 3I日 前,提前下达下一年度补

助经费预计数。省级财政部门在收到中央聍政补助经费预箅

后,应 当会同教育部门在三十日内按照预算级次合理分配、

及时下达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各级政府部门,并抄送财政部

当地监管局。

第扛条 补助经费支付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涉及政

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制度执行,英中臼家谋程

免费.教科书由省级教育、财政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按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统—组织采购。

第十条 省级财政、教育部门在分配补助经费时!应 当

结合本地区年度义务教育重点耳作和本省省级财莰安痱的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加大省级统筹力度氵重点向农村地

区倾斜,向边远地区、脱贫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省级财政i教育部门要按责任、按规定切实落实应承担的资

金;合理界定学生贫困面,提高资助的精准度j合琏确定校

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项自管理的具休级次和实施|办法,做好

与发展改革部门安排塞本建设项自等备渠遭资金的统筹和

对接,防止资金、项目安排重复交叉或缺位;统筹落实好特

岗镦师在聘任期间的工赉津补贴等政策|指导省以下各级有

关部门科学确定营养改善计划供餐模式和经费补|助方式。



第十一条 县 (区 )级财政、教育部门应当落实经费管

理的主体责任,加强区域内相关教育经费的统筹安排和使用,

兼顾不同规模学校运转的实际情况,向 乡镇寄宿制学校、乡

村小规模学校、教学点、薄弱学校倾斜,保障学校基本需求;

加强学校预箅管理,细化预算编制,硬化预算执行,强化预

算监督;规范学校财务管理氵确保补助经费使用安全、规范

和有.效.县 (区 )级教育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辖区内

学校校含进行排查、核实,结合本地学校布局调整等规划,

编锏校含安全保障总规划和年度计划,按照本省校舍安全保

障长效机制项自管理有关规定,负责组织实施项目氵项宫实

施和资金安排
ll÷ 况,要逐级上报省级教育、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学校应当健全预算管理剞度,按照轻重缓急、

统筹兼顾的原则安排使用公用经费,既要保证开展日常教育

教学活动所薷的基本支出,文要适当安排促进学生全茴发展

所薷的活动经费艾出;完善内部经费管理办法,细化公用经

费等支出范围与标准,加强实物消耗核箅,建立规范的经费、

实物等管理程序,建立物品采购登记台账,健全物品验收、

进出库、保管、领用制度,明确责任,严格管理;健全内部

控制制度灬经济责饪制度等监督制度,依法公开财务信息:

做好给子个人有关补助的信息公示工作卩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第十
=条

地方各级财政、教育部门要按照全面实施预

箅缋效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按



规定科学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对照绩效目标傲好绩效监控、

绩效评价,强仳绩效结果运用,做好绩效信息公开,提高城

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财政部、教育部

根据工作需要适时组织开展重点绩效评价。

第十四条 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应当按照工作职责和财政

部要求,对补劝经费实施监管。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

同级教育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项目审核申报、经费使用

管珲等工作,建立 “
谁使用、谁负责

”
的责任机制。严禁将

补助经费用于平衡预箅-偿还债务“支付利息、对外投资等

文出,不得从补劝经费中提取工作经费或管理经费。

第十五条 各级财政、教育部门及某工作人员、申报使

用补助资金的部门、单位及个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有关

部门依法贵令改正并给予处罚;对负有责任的颌导人员和直

接贵任人员依法绔予处夯饣涉嫌犯罪的j侬法.移送有关机关

处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教育部负责解释。各省级

财政、教育部门应当根捃本办法,绮合各地实际,制定具体

管瑾办法,报财政部、敬育部备案1并抄送财玫部当地监管

局。

第+七条 苯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旄行。《财玖郜 教育部

关于印发<城 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

E201” 1H号 )同 时废止。



附:补助标难、分配因素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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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财政部各地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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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扌毒攵 〔2o21〕  72 虍劳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 《特殊教育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 (局
)、 教肓厅 (局 、教委λ

为.溉范和加强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p     |

我们对《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一 王 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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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件|

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条 为规范和加强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根捃国家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特殊教育补助资金 (以下简称补助

资金 ),是指中央财政用于艾持特殊教育发展的转移支付资

金。实施期限根据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艾出责任

划分改革方案、支持特殊教育改革发展政策等确定。

第三条 补助资金遵循
“
中央引导、省级统筹、突出重

点、讲求绩效、规范透明、强化监督
”

的原 Rll。

第四条 补助资金支持范围为全国独立设置的特殊教

育学校和招收较多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普通中小学校。重点

支持中西部省份和东部部分因难地区。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以

下方面:

(一 )支持特殊教肓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不含新建 ),

配备特殊教育专用设备设施和仪器;对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

就读学生较多的普通学校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

(二 )丈持承担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含孤独症儿童教育

中心 )职 能的学校和设置特殊教育资源教室的普通学校配置

必要的设施设备。



(三 )艾持向重度残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提供送教上门

服务,为送教上门的教师提供必要的交通补助;支持普通中

小学校创设融合校囟文化环境,推进融合教育。

.      第五条 补助资金由财政部会同教育部共同管瑷。教育     |

|    部负责审核地方提供的区域绩效目标等相关材料和数据,提

供资金测算需要的基础数捃,并对基础数据准确性、及时性

|     负责。财政部根据预算管理相关规定,会同教肓部研究确定     .

|    有关省份资金预算金额、资金的整体绩效目标。           |
|      省级财政、教育部门明确省级及省以下备级财玖、教育     |
|    部门在基础数据审核、资金安排“使用管理等方面的贵任,      .

切实加强资金管理。

第六条 补助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按照基础因素、投

入因素分酡到有关省份。其中:

|      基础因素 (权重 8θ%)主要考虑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教     |

师队伍建设、改革创新等因索。各囟素数据通过相关统计资     |

料获得。

|       投入因素 (权重 ⒛%)主要考虑地方财政努力程度等因

.     素。各因素数据通过相关统计资料获得。

|       财政部会同教育部综合考虑各地工作进展等情况,研究

|     确定缋效调节系数,对资金分配情况进行适当调节。        |
.      计算公式为:



某省份补助资金〓(该省份基础因素/∑ 有关省份基础因

素×权重+该省份投入因素/∑ 有关省份投入因素 ×权重 )x
补助资金年度预箅资金总额×绩效调节系数

财政部、教育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和特

殊教育改革发展新形势等情况,适 时调整完善相关分配因

素、权重、计算公式等。

第七条 省级财政、教育部门应当于每年 2月 底前,向

财政部、教育部报送当年补助资金申报材料,并同时抄送财

政部当地监管局。申报材料主要包括 :

(一 )上年度工作总结,包括上年度补助资金使用情况、

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缋效评价结果、地方财政投入情况、

主要管理措施、问题分析及对策等。

(二 )当 年工作计划,主要包括当年全省工作目标和补

助资金区域绩效目标、重点任务和资金安排计划,绩效指标

要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

第∧条 财政部于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中央预

算后三十日内,会同教育部正式下达资金预算,并抄送财政

部有关监管局。每年 10月 31日 前,提前下达下—年度资金

预计数。省级财政在收到资金预算后,应 当会同省级教育部

门在三十日内按照预算级次合理分配、及时下达本行政区域

县级以上各级政府部门,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



第九条 补助资金支付执行囱库集中支付制度。涉及政

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执行。

第十条 省级财政、教育部门在分配扑助资金时,应 当

结合本地区年度重点工作和省级财政安排相关资金,加大省

级统筹力度,做好与发展改革部门安排基本建设项回等
.各

渠

道资金的统筹和对接,防止资金、项目安排重复交叉或缺位。

县 (区 )级财政、教育部门应当落实资金管理主体责任,

加强区域内相关教育经费的统筹安排和便用,指导和督促本

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健全财务、会计、资产管理制度。加强特

殊教肓学校预算管理∷细化预算编制o硬化预算执行,强化

预算监督;规范学校财务管理,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和

高效。

各级财政、教育部门要加强财政风险控制,强化流程控

制、依法合规分配和使用资金,实行不相容岗位 《职责 )分

离控制。

第十-条 补助资金原则上应在当年执行完毕,年度未

支出的资金按财政部结转结余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各级财政、教育部门要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按

规定

科学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对照绩效目标做妤绩效监控,认真

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做好绩效信息公开,



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d财政部根据工作需要适时缀

织开展重点绩效评价。

第十三条 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应当按照工作职责和财

政部要求,对资金实施监管。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同

级教育部门,按照各自职贵加强项目审核申报、经费使用管

理等工作)建立 “
谁使用、谁负责

”
的责任机制。严禁将资

金用于平衡预算、偿还债务、文付利息、对外投资等支出:

不得从补助资金中提取工作经费或管理经费。

第十四条 各级财政、教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申报使

用补助资金的部门、单位及个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

贲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教育部负贵解释。各级财

政、教育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备地实际,制定具体管

理办法,报财政部、教育部备案,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巛财政部 教肓

部关于印发<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 (财教

(2019〕 2⒍ 号)同 时废止。



信息公开选莰:主动公开

抄遘:财政部有关监管局。

财政部办公厅 2021年 4月 ⒛日印发



!附件4

文件

月扌唐丈 (2o2I) 73 虍贵

财政部 教育郛关于印发 巛支持学前教育发展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
)、 教育.厅 (局 、

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教育局:

为规范和加强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我们对 巛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部

部

政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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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预箅管理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条 本办法所称支持学前教肓发展资金,是指中央

财政用于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转移支付资全1实施期限根据

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学前教育改

革发展政策等确定。

第三条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遘循
“
中央引导、      -

省级统筹、突出重点、讲求绩效,规范适明、强化监督’
的

原则。

第四条 现阶段卩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主要用于以下

方面:

(一 )艾持地方补足普惠性资源粒银。坚持公益普惠基     |
本方向,扩大普惠性资源供给,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理     |
顺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集体办幼儿园办园体制并向社会

提供普惠性服务,扶持普惠性民办园发展等。

(二 )艾持地方健全普烹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落

实公办园生均财玖拨款标准或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普惠性民     |
办园补助标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三 )支持地方巩固幼儿资助制度。资助普惠性幼儿园

家庭经济因难幼儿、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四 )支持地方提高保教质量。改善普惠性幼儿园办园       |
条件,配备适宜的玩教具和图画书。对能够辐射带动薄弱囱       |

|     开展科学保教的城市优质园和乡镇公办中心园给予支持:        |
|       笫五条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由财政部会同教|育部      |

|     共同管理。教育部负责审核地方提出的区域绩效目标等相关       .
!     材料和数据,提供资金测箅需要的基础数据,并对提供的基      .
|     础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负责。财政部根据预算管理相关规

定,会同教育部研究确定有关省份资金预算金额t资金的整

体绩效目标。

省级财政`教育部门负责明确省级及省以下各级财政、

教育部门在基础数捃审核、资金安排、使用管理等方面的责

任氵切实加强资金管理。

.       第六条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首先       .

.     按照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10%(适当向凼难省份倾斜)      |

|     的区域困素确定分地区资金规模,在此基础上再按基础困      |

|     素忄投入因素分配到有关省份。其中:                |

基础因索 (权重 80钴 )主要考虑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公      |

办圆发展、教师
.队

伍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泉与乡村振兴有      |
效衔接等因素。各因素数据通过相关统计资料获得。



投入因亲 (权重 20")主 要考虑地方财政努力程度、社

会力量投入等因素。各因素数据通过相关统计资料获得。

财政部会同教育部综合考虑各地工作进展等情况,研究

确定绩效调节系数,对资金分配情况进行适当调节。

计算公式为 :

某省份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该省份基础因素/∑ 有

关省份基础因素×权重+该省份投入因素/∑ 有关省份投入

因素 x权重 )x艾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年度预箅地区资金总

额x绩效调节系数

财政部、教育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和学

前教育改革发展新形势等情况,适时调整完善相关分配因

素、权重、计算公式等。

第七条 省级财政、教育部门应当于每年2月 底前向财

政部、教肓部报送当年支持学前教肓发展资金申报材料,并

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申报材料主要包括:

(一 )上年度工作总结,包括上年度支持学前教育发展

资金使用情况、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绩效评价结果、地

方财政投入情况、主要管理措施、问题分析及对策等。

(二 )当年工作计划,主要包括当年全省工作目标和支

持学前教肓发展资金区域绩效目标、重点任务和资金安排计

划,绩效指标要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



第八条 财政部于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中央预

算后三+臼 内,会同教育部正式下达预算氵并抄送财政部当

地监管局。每年 10月 31日 前,提前下达下一年度资金预计

数。省级财政在收到资金预算后,应当会同省级教育部门在

三十日内按照预算级次合理分配,及时下达本行政区域县级

以上各级政府部门,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

第九条 艾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支付执行国库集中支

什制度。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和有

关制度执行。属于基本建设的项目,应 当严格履行基本建设

程序,抚行相关建设标准和要求,确保工程质量。

第十条 省级财政、教育部门在分配支持学前教育发度

资金叶,应 当结合本地区年度重点工作和省级财政安排相关

资金,加大省级统筹力度,重点向农村地区、革命老区、边

疆地区、民族地区和脱贫地区倾斜。要做好与发展改革部门

安排基本建设项目等各渠道资金的统筹和对接,防止资金、

项目安排重复交叉或缺位 p

县〈区)级财政、教育部门应当落实资金管理主体责任,

加强区域内相关教育经费的统筹安排和使用,指导和督促本

地区幼儿园健全财务、会计、资产管理制度。加强幼儿园预

算管理,细化预箅编制,硬化预算执行,强化预算监督;规

范幼儿园财务管理,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和高效。



各级财政、教育部门要加强财政风险控制,强化流程控

制、依法合规分配和使用资金,实行不相容岗位 (职责)分

离控制。

第十一条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原则上应在当年执

行完毕,年度未支|出 的资金按财政部结转结余资金管理有关

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各级财政、教育部门要按照全面实施预箅绩

效管理的要求。建立婕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按规定

科学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对照绩效目杯儆好绩效监控,认真

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做好绩效信息公开,

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角效益。财政部、教育郜根据工作需

要适时纽织开展重点绩效评价。

第十三条 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应当按照工作职责和财

政部要求,对资金实施监管。地方各级财玖.部 门应当会同同

级教育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项回审核申报、经费使用管

理等工作,建立 “
谁使用、谁负责

”
的责任机制。严禁将资

金用于平衡预算、偿还债务、支什利息、对外投资等支出,

不得从资金中提取工作经费或管理经费。

第十四条 各级财政、教育郜

"及
其工作人员、申报使

用补助资金的部门、单位灰个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

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教育部负责解释。各省圾

财政.教育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具体

管理办法,报财政部。教育部各案,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

局。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财政鄯 教育

部关于印发<中 央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约

遘知》 (财教 〔⒛19)b6号 )同 时废止。

信鼢 开逸项:主动公开

抄遘:财政部各地监管局。

财政部办公厅 ⒛⒛年5月 1a狃 卸发



附件5

文件

财教 m⑿ 1〕 74 号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 《改善普通高中学校

办学条件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 (局 )t教育厅 (局 、教委 )冫 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教育局:

为规范和加强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管理,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我们对 《改善普通高中学铰办学条件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阝

 
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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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碎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条 为规范和加强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

助资金管理,提高资莶使用效益,根括国家预算管理有关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

资金 (以 下简称补助资金),是指中央财玖用手庚持改善中

西部和东部部分困难地区县域普通高中学校基本办学茶件

的转移支付资金。实施期限根据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支持普通高中教育改革发展政

策等确定。

本办法的县域普通高中是指县级人民政府所管辖的教

学和生活设施等不能蒲足基本需隶、尚未达期国家基本办学

条件标准的公办普通高中崇校、完全中学或十二年一贯制学

校的高中部。

第三条 补助资金管理遵循
“
中央弓丨导、省级统筹、突

出重点、讲求绩效,规范透明、强化监督
”

的原则。

第四条 补助资金主要用手以下方面t

(一 )支掎学狡校舍改扩建,扩大教育资源,优化校舍

功能氵消除
“
大班额∷



(二 )支持学校配置图书和教学仪器设备以及体育运动

场等附属设施建设。

第五条 补助资金由财政部会同教育部共同管理。教育

部负责审核地方提出的区域绩效目标等相关材料和数据,提

供资金测算需要的基础数据,并对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及时

性负责。财政部根据预算管理相关规定,会同教育部研究确

定有关省份资金预算金额、资金的整体绩效目标。

省级财政.教育部门明确省级及省以下各级财政、教育

部门在基础数据审核、资金安排、使用管理等方面的责任,

切实加强资金管理。

第六条 补助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按照基础因素、投

入因素分配到有关省份,适 当向因难省份倾斜。其中:

基础因素 (权重 80ω 主要考虑普通高中事业发展、基

本办学条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等 因素。各因素

数据通过相关统计资料获得。

投入因素 (权重 20%)主 要考虑地方努力程度等因素。

备因素数据通过相关统计资料获得。

财政部会同教育部综合考虑备地工作进展等情况,研究

确定绩效调节系数,对资金分配情况进行适当调节。

计算公式为 :



某省份补助资金〓(该省份基础因素/∑ 有关省份基础因

素×权重十该省份投入因素/∑ 有关省份投入因素 ×权重)x

补助资金年度预算总额×绩效调节系数

财政部、教育部根据党中央,国务睨有关决策部署和普

通高中教育改革发展新形势等情况,适时调整完善相关分配

因素、权重、计算公式等。

第七条 省级财政、教育部门应当于每年 2月 底前向财

政部、教育部报送当年补助资奋申报材料,并抄送财政部当

地监管局。申报材料主要包括:

(一 )上年度工作总结,包括上年度补助资金使用情况、

年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绩效评价结果、地方财政投入情况、

主要管理措施、问题分析及对策等。

(二 )当年工作计划,主要包括当年全省 (.区 、市 )工

作目标和补助资金区域绩效目标、重点任务和资金安排计

划,缋效指标要指向明确、细化量化.杏理可行、相应匹配。

第八条 财政部于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中央预

算后三十日内,会同教育部正式下达资金预算,并抄送财政

部相关监管局。每年 I0月 31日 前,提前下达下一年度资金

预计数。省级财政在收到资金预算后,应 当会同省级教育部

门在三十日内按照预算级次合理分配、及时下达本行政区域

县级以上备级政府部门,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



第九条 补助资金艾付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涉及政

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有关锎度执行。属于基

本建设的项目,应 当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执行相关建设

标准和要求,确保工程质量。

第+条 省级财政、教育部门在分配补助资金时,应 当

鲒合本地区年度重点工作和省级财政安排相关资金,加大省

级统筹力度,做好与发展改革部门安排基本建设项目等各渠

遭资金的统筹和对接,防止资金、项目安排重复交叉或缺位。

县级财政、教育部门应当落实资金管理主体贵任,加强

区域内相关教育经费的统筹安排和使用,指导和督促本地区

普通高中学校健全财务、会计、资产管理0ll度 。加强预算管

理,细化预算编制,硬化预算执行,强化预算监督;规范财

务管理,确保资金便用安全、规范和高效。

备级财政、教育部门要加强财政风险控制,强化流程控

制、铱法合规分配和使用资金,实行不相容岗位 (职贵)分
离控 0ll。

第+-条 补助资金原则上应在当年执行完毕氵年度未

支出的资金按财政部结转结余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处理p

第十=条 各级财政、教育部门要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缋效管理机制,按规定
科学合理设定绩效 目标,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认真
缀织汗展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做好绩效信息公开 ,



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财政部根据工作需要适时组

织开展重点绩效评价。

第十三条 财政鄯各地监管局应当按照工作职责和财

政部要求,对资金实施监管。地方备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同

级教育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项目审核申报、经费使用管

理等工作,建立 “
谁使麂、谁负责

”
的责任机制。严禁将资

金用于平衡预箅、偿还债务、支付利息、对外投资、人员经

费等艾出,不得从资金中提取工作经费或管理经费。

笫十四条 各级财政、教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申报使

用补助资金的部门、单位及个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

贵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涉嫌犯罪的i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教育部负责解释。各省级

财政、教育部门可以根据本办珐,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具体

管理办法,报财政部、教育部备案,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

局。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 《财政部 教

育部关亍印发<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教 〔2θ”〕%2号 )同 时废止。



信息/At开选项|主动公并

抄送:财政部有关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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