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安市财政局文件

广市财农 〔2018〕 1186号

广安市财政局

关于提前下达 2019年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

补助经费及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

源保护利用工程资金的通知

市农业局 :

根据 《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

2019年 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及省级财政农业公

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资金的通知》(川 财农

〔2018〕 185号 )文件精神,为 支持各地提前做好重点动

物疫病国家强制免疫补助、强制扑杀补助、养殖环节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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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以及全省农业公共安全及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相关

工作 ,经研究,现提前下达你单位 2019年 中央财政动物防

疫等补助经费及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

用工程项 目资金如数 (详 见附件 1)。 请列入 2019年公共

财政预算 213相 关支出科 目。为扎实抓好项 目实施管理工

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 认真编制项目方案

(一 )抓好方案编制。项 目县 (市 、区)农 业主管部

门和财政部门按照此次提前下达的资金额度、任务清单和

绩效 目标表 ,编制年度项 目实施方案。经市 (州 )农业主

管部门、财政部门 (含对扩权县市 )审 批后,于 2019年 3

月中旬前报农业农村厅备案后组织实施。

(二 )明 确方案内容。项 目县要将项 目全过程相关要

素编入项 目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内容原则上应包括实施背

景、工作思路、推进模式、目标任务、推进程序、资金使

用管理、监督检查、时间进度、保障措施等。各项 目县也

可根据实际情况充实方案内容。

二、严格项目实施

(一 )严 格规划实施。各项 目县要严格按照市农业、

财政部门联合批复并报农业农村厅备案后的实施方案组织

实施。实施过程中对于有区域调整或支持方向调整的须按

原渠道报批后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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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快工作进度。各地要按照方案确定的内容 ,

抓紧启动项 目实施 ,项 目建设任务必须在 2019年 10月 底

前完成。

(三 )实施绩效考评。各地要严格按照各案的实施方

案和下达的绩效 目标表 ,围 绕方案制定、项 目实施、完成

情况、资金使用、监督管理等重要内容 ,自 行组织开展绩

效考评。考评结果 报告于 2019年 11月 底前 ,以 市 (州 )

农业局、财政局汇总后报送农业农村厅。

三、明确资金用途

(一 )中 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强制免疫补助

主要用于国家和省级确定的重点动物疫病开展强制免疫、

免疫效果监测评价、
“
先打后补

”
人员防护等相关防控措施 ,

以及实施强制免疫计划、购买防疫服务等方面。养殖环节

无害化处理补助主要用于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

等方面,按 照
“
谁处理、补给谁

”
的原则 ,补助对象为承担

无害化处理任务的实施者。

(二 )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

程支持动物防疫资金。强制免疫疫苗补助经费主要用于畜

禽养殖环节实施 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

羊包虫病等重大动物疫病疫苗经费补助。强制扑杀补助经

费主要用于补助监测牛羊布病、结核病阳性,小 反刍兽疫

阳性,以 及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实施强制扑杀猪、牛、羊、

3



家禽等经济损失。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主

要补助养殖环节对病死猪实施无害化处理的养殖场 (户 )

或专业无害化处理场。非洲猪瘟防控实验室检测经费主要

用于非洲猪瘟检测试剂、耗材购买等。包虫病防控资金主

要用于项 目市 (县 )开展防控技术培训、现场指导、宣教

于预 ,家 畜包虫病感染情况监测及防控新技术研究试验 ;

炭疽病防控资金主要用于项 目 (县 )对炭疽病历史疫区和

重点防控地 区实施牛羊炭疽病免疫等。牲畜耳标采购资金

主要用于采购牲畜耳标 ,指定通道报检点补助主要用于完

善设施设备。

四、相关工作要求

(一 )强化资金监管。要严格按照 《动物防疫等补助

经费管理办法》(财农 〔2017〕 43号 )、 《动物防疫等补助

经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川 财农 〔2017〕 96号 )、 《四川

省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川 财农 〔2016〕 208号 )规定,规范项目设

施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对项目实施、资金使用、

资金兑付等重点环节进行监督检查,做到规范透明,阳 光

操作。市 (州 )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要加大督促指导力度 ,

特别是对扩权县的督促指导。

(二 )规范档案管理。要不断夯实管理基础工作,从

实施方案制定、资金整合、项目统计分析、资金管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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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竣工验收、组织保障工作、项 目实施效果等方面

分类建立专项档案 ,省 级将把项 目档案管理情况纳入绩效

考评范畴。

(三 )及时报送总结。要认真总结中省项 目实施的好

经验、好做法。要夯实数据统计工作 ,加 强基础数据统计 ,

客观、真实地反映专项资金使用成效 ,于 2019年 11月 底

前将有关统计数据和项 目实施总结报送农业农村厅。

附件 :1。 2019年 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及省

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

工程资金提前下达分配表

2.2019年 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及省

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

工程资金提前下达任务清单

3。 2019年 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及省级

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

资金提前下达绩效 目标表

广安市财政局

2018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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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 人大财经委。

广安市财政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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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年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及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资金提前下达分配表

单位:万元

市县 合 计

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 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

备注

小计 强制免疫 无害化处理 小计 强制扑杀 强制免疫 无害化处理 非洲猪瘟检测
耳标采购和指

定通道补助

广安市 490。 26 288。 18 281 7。 18 202。 08 2.81 34。 05 1.22 50 114

广安市本级 490。 26 288。 18 281 7。 18 202。 08 2。 81 34。 05 1。 22 50 114



附件2

2019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及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资金提前下达任务清单

市县 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任务
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任

务

广安市本级

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返刍兽等应免畜禽
免疫密度达到90%以上,抗体合格率达到70%以

上;发放2018年 3月 1日 一2019年 2月 28日 期间养殖
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病死畜禽100%

实现无害化处理。

开展畜禽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应免密度达到
90%以 上;落实2017年 3月 1日 一2019年 2月 28日 期间
强制扑杀和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做好非洲
猪瘟实验室检测。以当地牲畜饲养、屠宰量为依

据,采购牲畜标识约260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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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9年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及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提前下达绩效目标表

地区名称 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绩效目标 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指标

广安市本级

中央财政补助经费使用率
100%;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

置率100%;高致病性禽流感、

口蹄疫、小返刍兽等应免畜禽

免疫密度达到90%以上,抗体

合格率达到70%以 上;发放
2018年 3月 1日 一2019年 2月 28日

期间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

理补助经费。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

违纪问题,高致病性

禽流感、口蹄疫、小

返刍兽等优先防治病

种防治工作疫情保持

平稳;不发生大规模

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

处置率达到100%,强
制免疫抗体合格率达

到70%,及时做好疑

似非洲猪瘟样品检测
。采购牲畜标识约

260万 套。

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
死猪事件,重大动物疫情

稳中有降,无区域性重大
动物疫情发生。资金使用
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强化

牲畜耳标采购,申请,发
放,佩戴管理,实现牲畜

的可追溯。

区域性新型经营主

体和农牧民满意度

达到8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