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行财股下达上级专项资金公开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来文文号 下达文号 下达文件标题
资金来源

拔入单位 备注

合计 中央 省级 州级 援建

1
青财教字

（2021）1772号
门财字

（2021）881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三区”科
技人才支持计划预算的通知

40 40
县农牧水利和科技
局

2
青财行字

（2021）1962号
门财字

（2021）904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度选调生到
村任职补助资金的通知

25.2 25.2 县委组织部

3
青财行字

（2021）1991号
门财字

（2021）920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政府购买食
品药品安全协管服务补助资金的
通知

36.72 36.72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4
青财教字

（2021）1924号
门财字

（2021）948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文化人才专
项经费预算的通知

100 100 县文体局

5
青财行字

（2021）2067号
门财字

（2021）949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审计机关专项补 2 2 县审计局

6
青财教字

（2021）2028号
门财字

（2021）950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预算的通
知

10 10 县文化馆

7
青财教字

（2021）1897号
门财字

（2021）951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支持地
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农村
文化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61.04 61.04
各乡镇人民政府
县文体局

8
青财教字

（2021）1900号
门财字

（2021）985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支持地方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项目）预算
的通知

50 50 县委宣传部

9 北财（2021）905号
门财字

（2021）986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食品药品监管补
助资金的通知

10 10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0 北财（2021）910号
门财字

（2021）987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文化专项资金预
算的通知

10 10 县文化馆

11
青财教字

（2021）1884号
门财字

（2021）988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补助地方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央广播电视
节目无线覆盖运行维护）资金预算的
通知

211.88 211.88 县融媒体中心

12

青财教字
（2021）1977号
5088.42万元

门财字
（2021）995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补
助经费（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的通知

181.82 181.82
教育局、各相关学
校

直达资金

13
门财字

（2021）996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补
助经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
补助）的通知

1620.2 1620.2
教育局、各相关学
校

直达资金

14
门财字

（2021）997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补
助经费（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
费、特岗教师补助）的通知

32.9 32.9 教育局 直达资金

15
门财字

（2021）998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补
助经费（公用经费、校舍安全保障补
助）的通知

2533.5 2533.5
教育局、各相关学
校

直达资金

16
门财字

（2021）999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补
助经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补助）的通知

720 720
教育局、各相关学
校

直达资金

17

青财教字
（2021）2026号
1119.23万元

门财字
（2021）1000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度普通高中学生
资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384.1 384.1  
教育局、州二中、
马场中学

直达资金

18
门财字

（2021）1001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度中等职业教育
学生资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140.6 100.5 40.1 教育局、职校 直达资金

19
门财字

（2021）1002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度学前教育学生
资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594.53 568.1 26.43
教育局、各相关学
校



2022年行财股下达上级专项资金公开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来文文号 下达文号 下达文件标题
资金来源

拔入单位 备注

合计 中央 省级 州级 援建

20
青财教字

（2021）1914号
门财字

（2021）1016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学前教育发展
（补助保教岗位）专项资金的通知

532.8 532.8
教育局、各相关学
校

21
青财教字

（2021）1915号
门财字

（2021）1020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支持学前教育发
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345 州教育局

22
青财教字

（2021）1997号
门财字

（2021）1021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义务教育薄弱环
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资金预算的通
知

1842 州教育局

23 北财（2021）918号
门财字

（2021）1028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国家文物保护专
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333 333 县文体局

24 北财（2021）919号
门财字

（2021）1029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公共图书馆、美
术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补助资
金预算的通知

88.4
县文化馆
各乡镇

25 北财（2021）960号
门财字

（2021）1035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第一批中央支持
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点项
目）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27.5 县文化馆

26
青财教字

（2022）32号
门财字

（2022）23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预算的
通知

13 13
教育局、各相关学
校

27 北财（2022）58号
门财字

（2022）117号

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市（州）文化
旅游发展专项（一般债券）资金预算
的通知

300 300 县文体局

28 北财（2022）153号
门财字

（2022）242号

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调整指
标）的通知

100 100 县文体局

29 北财（2022）174号
门财字

（2022）243号

下达2022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
能力提升（民族地区校园文化建设）
补助资金

150 150 县教育局

30 北财（2022）154号
门财字

（2022）245号
关于下达2022年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
学条件补助资金的通知

2756 2756 县教育局

31
青财综字

（2022）379号
门财字

（2022）279号

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的通
知

400 400 县教育局

32
青财教字

（2022）552号
门财字

（2022）369号
关于下达202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市州级)资金预算的通知

52 52 县文化馆

33
门财字

（2022）372号
关于调整校园文化建设项目资金指标
的通知

县教育局、各相关
学校

34
青财教字

（2022）516号
门财字

（2022）399号
关于下达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
费（市州）的通知

89.22 89.22
县教育局、各相关
学校

直达资金

35
青财教字

（2022）521号
门财字

（2022）400号
关于下达2022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学生
资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3.5 -3.5 县教育局、县职校

36
青财教字

（2022）521号
门财字

（2022）401号
关于下达2022年度普通高中学生资助
补助资金的通知

71 71 县教育局、州二中 直达资金

37 北财（2022）306号
门财字

（2022）412号

关于下达2022年平安建设及基层政法
综治维稳专项经费（州级调整指标）
的通知

25.5 25.5
县司法局（政法
委）

38 北财（2022）307号
门财字

（2022）413号
关于下达2022年全州宗教寺院寺管会
工作经费（州级调整指标）的通知

8.4 8.4
县委统战部（民宗
局）

39 北财（2022）308号
门财字

（2022）414号
关于下达2022年三调联动经费（州级
调整指标）的通知

15 15 县司法局

40 北财（2022）309号
门财字

（2022）415号

关于下达202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及代表性传承人补助资金（州级调整
指标）的通知

19 19 县文化馆



2022年行财股下达上级专项资金公开明细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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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青财教字

（2022）523号
门财字

（2022）416号
关于下达2022年“三区”人才计划教
师专项工作补助资金的通知

40 40 县教育局

42 北财（2022）323号
门财字

（2022）443号
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文化旅游发展专
项引导资金（州级调整指标）的通知

323 323 县文体局

43 北财（2022）305号
门财字

（2022）453号
关于下达2022年全域旅游创建经费
（州级调整指标）的通知

12 12 县文体局

44
青财教字

（2022）674号
门财字

（2022）468号
关于下达2022年市州基础教育专项资
金的通知

2122 2122 县教育局

45
青财教字

（2022）624号
门财字

（2022）469号
关于调整下达2022年支持学前教育发
展（补助保教岗位）专项资金的通知

-11.9 -11.9
县教育局、青石嘴
小学

46
青财教字

（2022）839号
门财字

（2022）483号
关于清算收回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
（营养改善计划）补助经费的通知

-85.2 -85.2
县教育局、各相关
学校

47 北财（2022）354号
门财字

（2022）558号
关于下达2022年全域旅游创建经费的
通知

2 2 县文体局

48 北财（2022）356号
门财字

（2022）559号
关于下达2022年村级党建州级补助资
金的通知

5 5 县委组织部

49 北财（2022）405号
门财字

（2022）561号
关于下达2022年特殊教育专项资金的
通知

14.4 14.4 县教育局

50 北财（2022）448号
门财字

（2022）612号
下达2022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
划专项资金

300 300 县职校 

51
青财教字

（2022）1071号
门财字

（2022）613号
下达2022年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预算

90.1 72.1 18 县文体旅游广电局

52 北财（2022）370号
门财字

（2022）614号
下达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经费 1 1 浩门镇

53 北财（2022）235号
门财字

（2022）694号
关于下达2022年普通高中寄宿生生活
补助资金的通知

293.6 293.6 州二中、马场中学

54
青财教字
（2022）814号

门财字
（2022）699号

关于下达2022年原民办代课教师养老
生活补助资金的通知

12.36 12.36 县教育局

55 北财（2022）481号
门财字

（2022）728号

关于下达2022年第二批中央集中彩票
公益金支持体育事业（市州级）专项
资金预算的通知

5 5 县文体局

56 北财（2022）520号
门财字

（2022）729号
关于下达2022年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
金（州级配套）的通知

12.24 12.24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57 北财（2022）557号
门财字

（2022）770号
关于下达教师节慰问经费（州级调整
指标）的通知

5 5 州二中

58 北财（2022）581号
门财字

（2022）821号
关于下达2022年审计机关专项补助经
费（调整指标）的通知

3 3 县审计局

59 北财（2022）580号
门财字

（2022）823号
关于下达2022年度创新奖补资金（州
级调整指标）的通知

19.327 19.327
县委组织部、西滩
乡政府

60 北财（2022）693号
门财字

（2022）841号
关于下达2022年卸任村干部生活补助
和农牧民老党员生活补助资金的通知

16.908 16.908 县委组织部、民政局

61 北财（2022）713号
门财字

（2022）857号

关于下达2022年村级综合办公服务中
心提标扩面及优秀村级组织和干部奖
励资金（州级调整指标）的通知

31.7 31.7 县委组织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