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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财政厅预算指标通知 
 
 

辽财指农„2020‟51号 

 

关于批复 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医疗补充保险省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市（不含大连）财政局： 

    根据省人代会审议通过的 2020 年省本级部门预算和省扶贫

办提出的资金分配意见，经研究，现下达你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医疗补充保险省补助资金          万元，用于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2020年度购买医疗补充保险补助。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列“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

“2130599 其他扶贫支出”。下达到县（市）的资金由省财政直

接拨付到相关县（市）财政国库。 

    请积极配合同级扶贫部门，严格按照《辽宁省财政专项扶贫

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辽财农„2018‟629 号）有关规定，结合

省扶贫办下达的任务计划及本地区实际，精准核实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加快资金拨付和预算执行，强化资金监管，确保专款专用。

同时，按照预算绩效管理有关规定，制定区域绩效目标并及时分

解下达，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并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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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将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报省扶贫办和省财政厅备案 。 

 

附件：1.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补充保险补助资金 

分配情况表 

2.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补充保险补助资金整体绩效 

目标表 

3.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补充保险补助资金区域绩效 

目标申报表 

 

 

 

 

 

 

 

 

                                   省财政厅 

   2020年 2月 5日 

 

 

 

 

抄送：省扶贫办、财政部辽宁监管局 
抄送厅内：预算处、国库处、社保处、财政监督处、绩效管理处 

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年2月5日印发 



附件1

市县别
资金额度
（万元）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人）

备注

合  计 8428.67 842867

沈阳市 168.51 16851

市本级 10.03 1003 辽中区：保险人口1003人10.03万元。

康平县 125.01 12501

法库县 17.32 1732

新民市 16.15 1615

鞍山市 331.85 33185

市本级 0.68 68

铁东区：保险人口9人0.09万元；

铁西区：保险人口22人0.22万元；

立山区：保险人口14人0.14万元；

千山风景区：保险人口23人0.23万元。

台安县 53.99 5399

岫岩县 271.86 27186

海城市 5.32 532

抚顺市 397.36 39736

市本级 4.65 465

新抚区：保险人口17人0.17万元；

东洲区：保险人口389人3.89万元；

望花区：保险人口37人0.37万元；

顺城区：保险人口22人0.22万元。

抚顺县 3.97 397

新宾县 196.17 19617

清原县 192.57 19257

本溪市 238.54 23854

市本级 11.6 1160

平山区：保险人口225人2.25万元；

溪湖区：保险人口145人1.45万元；

明山区：保险人口212人2.12万元；

南芬区：保险人口578人5.78万元。

本溪县 73.29 7329

桓仁县 153.65 15365

丹东市 534.36 53436

市本级 1.97 197

元宝区：保险人口14人0.14万元；

振安区：保险人口169人1.69万元；

高新区：保险人口9人0.09万元；

合作区：保险人口5人0.05万元。

宽甸县 392.3 39230

东港市 4.19 419

凤城市 135.9 13590

锦州市 797.61 79761

市本级 0.17 17 凌河区：保险人口17人0.17万元。

黑山县 81.62 8162

义  县 574.15 57415

凌海市 64.06 6406

北镇市 77.61 7761

营口市 307.1 30710

市本级 6.6 660 老边区：保险人口660人6.6万元。

盖州市 197.91 19791

大石桥市 102.59 10259

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补充保险补助资金分配情况表



附件1

市县别
资金额度
（万元）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人）

备注

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补充保险补助资金分配情况表

阜新市 973.4 97340

市本级 24.22 2422

海州区：保险人口77人0.77万元；

新邱区：保险人口1147人11.47万元；

太平区：保险人口233人2.33万元；

清河门区：保险人口510人5.1万元；

细河区：保险人口455人4.55万元。

阜蒙县 543.55 54355

彰武县 405.63 40563

辽阳市 226.43 22643

市本级 21.04 2104

文圣区：保险人口257人2.57万元；

宏伟区：保险人口1242人12.42万元；

弓长岭区：保险人口345人3.45万元；

太子河区：保险人口260人2.6万元。

辽阳县 134.23 13423

灯塔市 71.16 7116

铁岭市 869.22 86922

市本级 11.1 1110 清河区：保险人口1110人11.1万元。

铁岭县 27.09 2709

西丰县 399.58 39958

昌图县 309.87 30987

开原市 121.58 12158

朝阳市 1823.69 182369

市本级 188.77 18877
双塔区：保险人口8264人82.64万元；

龙城区：保险人口10613人106.13万元。

朝阳县 373.07 37307

建平县 254.87 25487

喀左县 326.95 32695

北票市 393.41 39341

凌源市 286.62 28662

盘锦市 41.23 4123

市本级 41.23 4123
辽河口生态经济区：保险人口4123人

41.23万元。

葫芦岛市 1719.37 171937

市本级 364.85 36485
连山区：保险人口12426人124.26万元；

南票区：保险人口24059人240.59万元。

绥中县 278.5 27850

建昌县 715.41 71541

兴城市 360.61 36061



附件2

转移支付名称

省级财政部门 省级主管部门

总体目标

数量指标
对应全省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补助数

= 842867 人 2020年12月

质量指标
对全部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施行医疗补

充保险
= 100 % 2020年12月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发放完成

时限
年底完成 2020年12月

成本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每人每年100元标准

= 100 元 2020年12月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精准使用情况 = 100 % 2020年12月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
违纪问题

无

促进因病致贫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稳定

脱贫
年底完成 2020年12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满意度

≥ 90 % 2020年11月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补充保险补助资金
整体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建档立卡医疗补充保险补助资金

辽宁省财政厅 辽宁省扶贫办

     县级财政资金

     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按每人100元标准施行医疗补充保险补助

预算资金总额： 8428.67

其中：中央补助

     省级财政资金 8428.67
预算资金情况

（万元）

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市级财政资金

度量单位 完成时限二级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三级指标
运算
符号

指标值



附件3

转移支付名称

省级财政部门 省级主管部门

市级财政部门 市级主管部门

县级财政部门 县级主管部门

总体目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补充保险补助资金
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建档立卡医疗补充保险补助资金

辽宁省财政厅 辽宁省扶贫办

     省级财政资金  

     市级财政资金

  

预算资金总额：

 

预算资金情况
（万元）

绩效指标 三级指标
运算
符号

指标值
度量单

位
完成时限

其中：中央补助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二级指标

     县级财政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