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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BG2019002 

关于印发《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资金 

统筹使用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新财〔2019〕222 号 

各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各基层财政所： 

《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资金统筹使用实施细则（试行）》业经县

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组织实施。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

向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中共新兴县委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

组办公室反映。 

新兴县财政局 新兴县农业农村局 

新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共新兴县委乡村振兴 

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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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资金统筹使用实施

细则（试行） 

 

为激发广大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子，推动我县乡村振兴走在全市前列，根据《云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关于实行竞争性“以奖代补”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云府

办〔2018〕33 号）和《中共新兴县委  新兴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

见》（新委发〔2018〕8 号）有关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订本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资金是指县级财政统筹各级财

政资金安排给各镇行政村、自然村（组或经济社）,专项用于支持乡村振兴领域“以奖

代补”类型的资金。 

第二条  项目类型 

1、农村建设项目。主要是指统筹各级财政资金推进乡村建设的各类项目，包括村

庄规划、村道硬化、集中供水、生活污水治理、垃圾处理、乡村旅游、基本公共服务设

施、“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等涉及乡村振兴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社会治理项目。主要是指利用各级财政资金推进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格化

治理、“综治信息系统、视联网系统、雪亮工程”三网融合应用等项目。 

3、乡风文明项目。主要是指利用各级财政资金推进的乡风文明“四大工程”（阵

地载体建设工程、时代新风弘扬工程、文化惠民乐乡工程、基层精神文明创建工程），

开展文明镇、文明村、文明家庭创建示范活动和身边好人、最美人物、道德模范评选活

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项目。 

4、产业发展项目。主要是指利用各级财政资金推进的乡村产业发展、“一镇一业”、

“一村一品”、“一片一品”等项目。 

5、服务群众项目。主要是指利用各级财政资金开展的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等公益

性项目。 

6、基层党建相关项目。 

第三条  项目资金奖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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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涉及村道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建设、集中供水建设等省、市要求优先保障的补齐农村短板项目，按照合同工

程项目造价（参考市、县有关部门公布的工程造价信息、结合实际工程量等由议事主体

确定，下同）进行补助，其中：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可按工程造价全额补助；其余工

程按不高于工程造价的 90%补助，缺口资金由集体投入、村民自筹及社会捐资解决。实

行“以奖代补”方式进行项目建设，在完成项目验收合格后，方可按照奖补标准兑现奖

补资金。 

第四条  项目实施主体 

新兴县 199 个行政村及其所属自然村（组或经济社），可作为“以奖代补”项目实

施主体。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由镇组织，行政村（自然村、组或经济社）实

施，以行政村（自然村、组或经济社）为主体申报和建设。 

第五条  项目资金流程 

1、项目议事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工作中,各镇政府、村（居）委、自然

村（组或经济社）要严格执行《云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实行竞争性“以奖代

补” 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云府办〔2018〕33 号）等有关文件

精神,坚持村民自愿、直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策的原则,规范组织实施,强化监督

管理,切实做好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相关工作。 

（1）提出建设方案。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由村（居）委会提出，也可

由受益自然村（组或经济社）提出,议事主体将村（居）委会、受益自然村（组或经济

社）提出的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建设规模、建设内容、项目投资、奖补标准

等内容向村民公开公示,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如建设项目较多,分步逐年申报和实施。 

（2）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户代表）会议。召开村民会议应当由本村 18 周岁

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召开村民代表或户代表会议应当有 2/3 以上的村民代表或农户

代表组成人员参加，村（居）委、村务监督委员会可派员列席会议。村民会议、村民代

表（或户代表）会议所作筹资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3)形成会议决议。通过召开民主议事会议形成《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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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议事会议记录》（见附件 1）。主要反映会议时间、地点、应到会人数、实到会人

数、商议的主要内容和结果。参加会议人员及表决情况,应在《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

奖代补”项目议事会议人员表决登记表》（见附件 3）中登记存档。村（居）民委员会

或自然村（组或经济社）将项目建设方案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7天,公示期间要引导村

民积极参与民主议事,充分吸收村民合理意见,对项目建设方案进行修改完善。 

2、项目计划 

各自然村（组或经济社）根据市县有关文件精神，于每年 10 月上旬应将乡村振兴

“以奖代补”项目按项目建设的急缓分次序上报到行政村汇总统计，以行政村为申报主

体汇总上报镇人民政府，镇人民政府汇总初审后上报县委乡村振兴办，经县委乡村振兴

办审核后，会同县财政局向县政府提出下一年度乡村振兴“以奖代补”项目资金使用计

划和项目资金需求，经县政府审批后，县财政按照有关规定统筹安排“以奖代补”项目

资金，并列入年度预算。 

3、简化项目审批 

“以奖代补”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和项目资金方案经县政府审批后，镇人民政府按照

县乡村振兴实施方案有关规定,尽快将奖补资金分配到“以奖代补”实施主体，分配资

金时，在确保完成省、市下达的约束性任务前提下，剩余的资金按建设项目急缓、奖补

标准及资金因素等安排。镇人民政府将“以奖代补”项目资金分配方案在镇政府网站、

农村三资监管服务平台、基层公共服务平台、镇和村政务公开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7 天，公示无异议后，镇人民政府将资金分配使用方案报县委乡村振兴办审核汇总，并

报县农业农村局（县委农办）备案。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项目建设内容变更，必须经行政村（自

然村、组或经济社）项目建设理事会、村（居）委会及镇政府三方同意后才能变更。原

则上，项目变更后造价最高可上浮 10%（含 10%），但仍不得高于 400 万。项目造价如

上浮 5%（不含 5%）以下，则上报县委乡村振兴办备案，项目造价如上浮 5%-10%（含 5%，

含 10%），则上报县委乡村振兴办审批后方可进行变更。 

4、严格组织实施 

乡村振兴建设项目不再采用 EPC“打包”的“一体化”建设方式。对单项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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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00 万元以上的土建工程，必须招标。对于 400 万元以下、技术要求不高的农村小型

工程项目，可不采用招标方式，由项目实施主体组织农民工匠承接。以行政村（自然村、

组或经济社）作为实施主体，经“村民民主商议”、村民代表（户代表）会议表决通过，

由行政村（自然村、组或经济社）组织农民工匠承接实施，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增加农

民收入。对具有较高专业技术要求的涵洞、桥梁、水利设施、文化活动场室等建设项目,

应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出具规划设计、预（结）算方案,并聘请工程监理对项目质量

进行监管。项目规划预（结）算及图纸,应当准确客观反映项目建设情况,纳入项目档案

管理。 

获批的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公示无异议后，项目实施应优先选择本行政

村内农民工匠带头人承接，申请承接施工人超过实际承接需求时，可综合考虑施工质量、

群众认可度、自带资金额度、经验能力等因素，采取民主投票、排队轮流、随机抽取、

抽签决定等方式确定承接方，并通过农村三资监管服务平台、政务公开栏等公开公示。

承接施工方要与行政村（自然村、组或经济社）签订项目施工合同，制定施工方案，报

镇人民政府审批，施工方要严格按照批准的方案组织施工。施工项目由镇人民政府负责

技术指导和监督。行政村（自然村、组或经济社）可自发成立项目建设理事会作为项目

管理主体，一般由 5-7 人组成，选举理事长，负责项目管理、质量监督、财务管理等。

不成立项目建设理事会的可由原有的自然村乡贤理事会作为项目管理主体。村“两委”

主要负责人不得参加项目建设理事会和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所有施工现场签单须由项目

建设理事会理事长或自然村乡贤理事会理事长和项目技术负责人（或监理）共同签名，

并进行公示，才能作为有效结算报账凭证。 

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现有串通、私吞公款等贪腐行为，相关违法违纪线索材料将移

交县职能部门处理，且今后将不再批准该行政村申报的所有项目，涉事的施工队将不得

再承接本县乡村振兴所有工程项目。 

第六条  项目管护 

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所有、谁养护”的原则,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议事主体所有,由项目议事主体负责管护,并在乡村振兴领域“以奖

代补”项目建设地址公告项目管护制度,确保村内公益设施长期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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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项目验收 

各类“以奖代补”项目建成后，由承接方提出验收申请，由村“两委”组织自然村

（组或经济社）项目建设理事会或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村民代表等，对项目建设情况进

行初步验收。初步验收合格后，由村（居）委负责向镇人民政府申请项目竣工验收，镇

人民政府按有关规定及时组织验收。对个别建设项目需上级部门参加验收的，镇人民政

府应通知行业主管部门派员参加验收，签署验收报告，并报县委乡村振兴办、县农业农

村局（县委农办）备案。验收合格后签署结（清）算报告，由行政村（自然村、组或经

济社）向镇财政所申请报账拨付“以奖代补”项目资金（包括工程预付款），镇财政所

接到申请后 5个工作日内拨付“以奖代补”项目资金。项目工程质量不合格或发生质量

问题，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支付“以奖代补”项目资金。 

第八条  项目资金拨付 

预算年度开始后，县委乡村振兴办向县财政局提出资金拨付申请，将“以奖代补”

项目资金拨付到各镇财政所，并实行镇级财政报账制管理。各镇财政所根据乡村振兴“以

奖代补”建设项目进度和项目合同要求，在项目完工并经镇政府组织验收合格后,依据

议事项目建设审批表、项目施工合同、项目完工情况表、项目验收清算报告表、施工现

场签单、有关发票（凭证）等资料按项目奖补标准拨付“以奖代补”项目资金。各镇政

府、村（居）委、自然村（组或经济社）要对乡村振兴领域项目的建设、项目报账相关

资料的真实性、合规性、完整性负责。 

第九条  项目公示 

各行政村（自然村、组或经济社）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选择、实施方案

编制、申报、建设等各个阶段，要将项目建设规模、建设内容、项目投资、奖补标准、

项目进展、支出明细、验收质量、项目决算等情况，在行政村、自然村村政务公开栏和

现场公示，项目公示张贴在村务公开栏,公示时间为 7天，提供联系人和电话,做好村民

反映情况记录处理工作，接受村民代表大会、自然村项目建设理事会、自然村乡贤理事

会和群众监督。 

第十条  建立档案 

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建设项目峻工验收后,镇、行政村（自然村、组或经济



 

 - 8 - 

社）要建立档案, 镇、行政村（自然村、组或经济社）要建立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

项目的台帐,收集规划至完工验收各环节活动的资料，并做好乡村振兴“以奖代补”项

目存档资料和保管工作，接受上级部门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第十一条  保障措施 

1、宣传发动。各镇（村）要制定当地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宣传工

作方案,镇政府要指导行政村（自然村、组或经济社）做好对村民宣传发动工作,让村民

了解乡村振兴“以奖代补”项目工作的目的、做法、程序,支持、参与乡村振兴领域“以

奖代补”项目建设工作。 

2、建立项目库。行政村、自然村（组或经济社）每年第三季度要利用中秋节、国

庆节等有利时间组织村民或村民代表（户代表）对乡村振兴“以奖代补”项目进行讨论

表决,镇政府每年 10 月 31 日前将各行政村乡村振兴“以奖代补”项目申报审批表进行

汇总并报县委乡村振兴办汇总审核，形成县级项目库，并报县农业农村局（县委农办）

备案。 

3、建立信息报送制度。各镇人民政府、村（居）委会（自然村或组、经济社）要

按照县乡村振兴实施方案的要求,做好项目信息的报送工作, 县委乡村振兴办每季度对

全县各镇项目信息的报送工作通报一次,对成绩好的给予通报表扬。 

4、建立绩效考评制度。县财政局、县委乡村振兴办、农业农村局（县委农办）、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以奖代补”项目使用效益进行全面的绩效评价。各镇要对建设

项目进行绩效自评工作,评价过程中要建立完善村民参与率和满意度测评机制,接受村

民对乡村振兴“以奖代补”项目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等全面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和

本年度评价目标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报县委乡村振兴办、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

委农办）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财政局、县委乡村振兴办、县农业农村局（县委农

办）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分配财政“以奖代补”项目

资金的主要参考因素。 

5、实施专项检查制度。县委乡村振兴办、县农业农村局（县委农办）、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县民政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财政局、县审计局等职能部门于每年 3月

对各镇“以奖代补”项目资金筹集使用情况开展检查抽查，抽查的项目（或资金）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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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总项目（或总资金）的 10%。如发现“以奖代补”项目资金筹集、使用过程中存在弄

虚作假、套取或骗取项目资金等违反有关规定行为的，按规定追究责任，并移交有关职

能部门严肃查处。 

第十二条  附则 

1、本细则只适用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类型。如本县以前相关政策文件

与本细则相抵触的，以本细则为准。 

2、其他经县确定为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建设项目可参照本细则执行。 

3、本细则由县财政局、县委乡村振兴办、县农业农村局（县委农办）、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4、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3年。 

 

附件:1.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议事会 议记录 

   2.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公示 

   3.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议事会议人员表决登记表 

   4.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申报审批表 

     5.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申报表 

     6.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实施情况汇总表 

   7.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完工情况表 

     8.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社会捐赠登记表 

     9. 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清算报告表 

    10.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施工现场签单 

  11.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建设项目变更表 

  12.新兴县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建设图片 

    13.乡村振兴领域“以奖代补”项目流程图 

 

注：本文件 13 个附件此略，如有需要，可向新兴县财政局咨询或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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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免 

 

县政府 2019 年 4 月份任命： 

梁伟强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主任科员，免去其县科学技术局局长职务； 

易惠芳  县统计局主任科员； 

邓均效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正科职）； 

梁绍林  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正科职）； 

黄洪艺  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正科职）； 

汤健平  广东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免去其县城市管理局局长职务; 

梁经宇  县司法局副局长（正科职），免去其县法制局局长职务； 

区远华  县档案馆馆长；  

陈国根  新兴县公安局巡逻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梁炎光  新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朱健龙  新兴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   

陈振杰  新兴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 

唐  宝  新兴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 

陈灿英  新兴县拘留所副所长 

黎俊锋  新兴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副所长 

林茂山  新兴县公安局天堂派出所副所长 

颜  欣  新兴县公安局里洞派出所副所长   

黎均儒  新兴县公安局水台派出所副所长 

欧锦芳  新兴县公安局稔村派出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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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 2019 年 4 月份免去： 

梁伟强  县科学技术局局长职务 

 汤健平  县城市管理局局长职务 

梁经宇  县法制局局长职务 

戚正旺  广东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 

林烈喜  县畜牧兽医渔业局局长职务 

黎卓民  县外事侨务局局长职务 

谭文胜  县房产管理局局长职务 

黎兰芬  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科员职务 

陈国根  新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职务 

朱健龙 新兴县公安局法制室副主任职务 

颜  欣  新兴县公安局稔村派出所副所长职务 

黎均儒  新兴县公安局车岗派出所副所长职务 

欧锦芳  新兴县公安局里洞派出所副所长职务 

李  樑   新兴县公安局水台派出所副所长职务 

石德海  新兴县公安局监督室副主任职务 

盘志广  新兴县公安局巡逻警察大队副大队长职务 

高世勇  新兴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职务 

彭桂珍  新兴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职务 

叶宗焯  新兴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副所长职务 

练泽辉  新兴县公安局巡逻警察大队副大队长职务 

李枝培  新兴县公安局天堂派出所副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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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 2019 年 5 月份任命： 

叶海东  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主任科员 

刘田英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石卫光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黎居雄  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 

梁效文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梅成    县统计局主任科员 

黎德成  县公安局副局长（试用期 1 年） 

梁炳雄  县公安局副主任科员 

顾家强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江紫丹  县二轻集体企业联社副主任（试用期 1 年） 

刘志雄  县水务局副局长（试用期 1 年） 

陈勇英  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试用期 1 年） 

刘炎芬  县中医院副院长（试用期 1 年） 

梁沛鸷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主任科员 

江  彬  县水务局副主任科员 

 

县政府 2019 年 5 月份免去： 

刘田英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县房产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石卫光   县外事侨务局副局长职务 

江  彬   县水务局副局长职务 

孙洁波   县公安局副局长、主任科员职务 

黎辛华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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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敬芳   县二轻集体企业联社副主任职务（保留副科职） 

黎德成   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职务 

刘志雄   县水务局副主任科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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