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扛省本级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政策清单 
（截至2021年6月） 

序号 项目资金 补贴项目名称 规定和办法标题及文号 发放政策依据要点 补贴标准（元） 项目主管厅局 

城乡低保 

上 (黑龙江省人民政脸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贯彻＜社会

救助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黑政发〔2015) 1 
号） 
2. 《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黑龙江省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黑办发〔2020) 42号） 

政府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

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城市低保指导标准63了元／人月 

农村低保指导标准4812元厂人年 
省民改）丁 

n乙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上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贯彻＜社会

救助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黑政发〔2015) 互

号） 
2. 《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黑龙江省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 	（黑办发〔2020) 12号） 

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

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 

、残疾人以及未成年人，给予特困人员供养 

城市特困集中供养指导标准：18694元／人年

城市特困分散供养指导标准：13091元／人年

衣村特困集中供养指导标准：10936元／人年

农村特困分散供养指导标准：7667元／人年 

省民政厅 

3
  

临时救助 

1.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贯彻＜社会

救助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黑政发（20151 1 
号） 
9．《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黑龙江省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 （黑办发〔2020) 42号） 

县级以上政府建立健全临时救助制度，对城乡困难

群众突发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给子临时救助。 

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可采取发放临时救助金和实物 

、提供转介服务等方式给予救助． 

临时救助标准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陈标准为依据， 

并充分考虑困难程度、家庭人口以及渡过困难时

间长短等因素，由县级以上政府确定并公布。 

省民政厅 

社会救助资金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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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关于城乡困难群众取暖补助

标准及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黑财函 (2008) 
84号） 

2.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贯彻（社会

救助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黑政发〔2015) 1 
号） 
3.（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黑龙江省关于改革充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 （黑办发〔2020) 42号） 

县级以上政府对低保和特困家庭给予取暖救助，救

助标准和方式由县级以上政府根据实际悄况确定． 

救助资金以家庭为单位．实行社会化发放。有条件

的市县可将取暖救助扩大到低收入家庭． 

救助标准和方式由县级以上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 
省民政厅 



’
勺
 

就业补助资金 

职业培训补贴、职

业技能鉴定补贴、 

社会保险补贴、公

益性岗位补贴、 

三支一扶”、“村

村大学生”等项目

人员和随军家属生 

活费补贴等 

《黑龙江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和使用实施办法》 （黑

财规审〔2018) 10号） 

一是对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l年以

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给

予1年的社会保险补贴：二是对经人社部门审核认

定在公益性岗位安置的就业困难人员给予岗位补

贴，补贴标准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三是对

经人社部门审核认定的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

体经营，且所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

册之日起正常运营1年以上的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 

、就业困难人员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等 

根据不同补贴对象按照政策标准给予补贴 省人社厅 

6
  

高校毕业生“ 

三支一扶”补 

助资金 

高校毕业生“三支

一扶”补助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等九部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

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19] 40号） 

自2018年9月1日起，中央财政提高“三支一扶”人

员工作生活补助标准，中部地区按每人每年2.4万
元给予补助；中央财政给予新招募且在岗服务满6 
个月的“三支一扶”人员一次性安家费3000元． 

每人每年2.6万元工作生活补贴、每人0. 3万元一

次性安家费补贴 
省人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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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招聘医疗专业 

技术人员补助资金 

1. 《关于全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开招聘医疗专业技

术人员实施意见》（黑卫家庭规发〔201817号）2.《 

关于全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开招聘医疗专业技术人

员补充意见的通知》（黑卫家庭规发〔2018138号） 

自2018年起，利用三年时间，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招聘2500名执业医师，按照专科学历每人每年4万
元，本科学历每人每年5万元，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每人每年6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专科40000元／人年，本科50000元／人年，研究生

及以上60000元／人年 
省卫健委 

8
  

乡镇卫生院招

聘医学毕业生

省级财政补助

资金 

乡镇卫生院招聘医 

学毕业生省级财政 

补助资金 

1．省卫计委、省财政厅等6部门《关于印发＜黑龙江省

乡镇卫生院公开招聘医学毕业生实施办法＞的通知》 

（黑卫发〔2014125号） 

2. 《黑龙江省支持基层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若千

措施》黑医改办规发〔2018)8号文件规定：建立乡镇

卫生院招聘大学生动态补充机制 

建立乡镇卫生院大学生动态补充机制．以保障全省

乡镇卫生院招聘大学生在岗人数不少于3000人为原

则，结合招聘大学生实际离岗情况，适时组织开展

补充招聘 

本科毕业生40000元／人年，专科毕业生30000元／

年 
省卫健委 

Q
J
 
 

人口和计划生 

育服务体系专 

项资金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扶助 

《黑龙江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等四项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黑财规审 
(2020) 65) 

中央制定计划生育服务国家基础标准，我省结合实

际制定不低于中央的补助标准。其中，国家基础标

准部分所需经费中央与我省按6:4分担，其余部分

由我省自行承担．自行承担部分，省与均衡性转移

支付市县按7:3分担，与非均衡性转移支付市县6:4 
分担 

9印元／人／年 省卫健委 

10 
生态护林员补 

贴 
生态护林员补贴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 

2020] 22号) 

生态护林员补助用于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受

聘开展森林、草原、湿地、沙化土地等资源管护人

员的劳务报酬支出，具体补助标准由各市县根据选

聘方案确定。 

各市县根据选聘方案确定 省林草局 

11 
完善退耕还林

补贴 
完善退耕还林补贴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 

20201 22号） 
为支持解决退耕农户生活困难发放现金补助 90元／亩／年，累计补助8年 省林草局 



12 
保障性安居工

程专项补助资 

金 

住房租赁补贴 

《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

见》（国发（2007) 24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1) 45号）、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建设部令第 

162号）、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中央财 

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综 (2019) 31号） 

进一步建立健全城镇公（廉）租住房保障制度，让

城镇低保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得到

保障，新就业无房职工住房困难问题得到缓解，外

来务工人员（含农民工）住房条件得到改善。 

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家庭平均住房水平、财政

承受能力以及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人口数

盆、结构等因素，以户为单位确定廉租住房保障

面积标准．货币化补贴额度按照城市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现住房面积与保障面积的差额、每平方

米租赁住房补贴标准确定．每平方米租赁住房补

贴由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

平均租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经济承受

能力等因素确定。 

省住建厅 

粮食生产者补 

贴 
玉米生产者补贴 

黑龙江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黑龙江省2020-
2022年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黑财经（2020) 57号） 

省财政厅会同农业农村、发展改革等有关部门在基

期范围内确定当年补贴面积，并据此测算拟定当年

长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标准，经省政府批准后，将

补贴资金通过粮食风险基金专户直接拨付各市 

（地）、县（市、区）和省农垦总局。各市（地） 

、县（市、区）和省农垦总局在接到省补贴资金

后，由其财政（财务）部门根据同级农业部门提供

的补贴对象玉米和大豆合法实际种植面积、省政府

确定的当年补贴面积、补贴标准，将补贴资金到户

明细数据在村屯（单位）和乡镇政府同时进行张榜

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经公示无异议后，于9 
月25前通过粮食补贴“・折（卡）通”将补贴资金

足额兑付给补贴对象。 

市县农发行机构将补贴资金通过粮食风阶基金专户

拨付至代发补贴的金融机构时，要在大额来账汇兑

凭证（或其他凭证）中严格统一附言内容和格式， 

两项补贴资金统一附言内容分别为： “玉米生产者

补贴”和“大豆生产者补贴”．市县农发行或代发

补贴的金融机构向实际种植者兑付补贴时，应在 

“一折（卡）通户’摘要栏注明“玉米补”、“大豆

补”等． 

38元 

省财政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发

改委、省粮食局 

、国家统计局黑 

龙江调查总队 

14 
粮食生产者补 

贴 
大豆生产者补贴 

黑龙江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黑龙江省2020-
2022年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黑财经 (2020) 57号） 

同上 238元 

省财政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发

改委、省粮食局 

、国家统计局黑

龙江调查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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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食生产者补 

贴 
稻谷生产者补贴 

黑龙江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稻谷生

产者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黑财经 (2020) 58 
号） 

省财政厅会同农业农村、统计、发改等有关部门测

算拟定当年稻谷生产者补贴标准，经省政府批准

后，将补贴资金通过粮食风险基金专户直接拨付各

市（地）、县（市、区）和省农垦总局。各市 

（地）、县（市、区）和省农垦总局在接到省补贴

资金后，由其财政（财务）部门根据同级统计部门

提供的补贴对象，稻谷合法实际种植面积及省政府

确定的补贴标准，将补贴资金到户明细数据在村屯 

（单位）和乡镇政府同时进行张榜公示，公示时间

不少于5天：经公示无异议后，于9月30日前通过粮

食补贴“一折（卡）通”将补贴资金足额兑付给补

贴对象。 

市县农发行将补贴资金通过粮食风险基金专户拨付

至代发补贴的金融机构时，要在大额来账汇兑凭证 

（或其他凭证）中严格统一附言内容和格式，补贴

资金统一附言内容为： “稻谷生产者补贴”．市县

农发行或代发补贴的金融机构向实际种植者兑付补 
．卜，，十 	，片 协 	" 忆 乙一」～、 止益‘，， 峨众面名山乙盏由・口口 "农0 -.--' 

地下水86元／地表水136元 

省财政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发 

改委、省粮食局 

16 
自然灾害救灾

资金 
冬春救助资金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577号）、 《财政

部应急部关于印发＜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 245号） 

依据《黑龙江省受灾人员冬春救助精细化管理工作

规程》（黑应急发（2020) 51号）相关规定，以现

金救助形式为主，对受灾农村居民当年冬寒和次年

春荒期间在口粮、衣被、取暖等方面存在的困难进

行补助。 

根据每年中央下达冬春救助资金额度及救助类型

测算 
省应急管理厅 

17 
农村危房改造

补助资金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资金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村危

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6) 
216号）、 《黑龙江省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黑财规审 (2017) 28号）、 《财政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19) 44号）、2017年省

政府第四十八次专题会议纪要 

对于直接支付给农户的资金，补助资金发放前，各

县（市）财政部门应会同扶贫、民政、残联、住建

部门对补助对象身份和适时改造情况进行核实。核

实无误的，可根据实际需要分阶段按比例足额支付

到农户“一卡通”账户，支付时间不应晚于竣工验

收后30日。 

中央财政对农村危房改造户均补助14000元：省级
财政对D级危房户均补助14000万元（其中，公租

房在此墓础上户均增加补助9000元） 

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 

18 
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资金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的指导意见（黑政办发〔2016) 69号） 

1.实行市县与农垦分别补贴办法；2．暂以2003年农

业税纳税面积和二轮承包耕地面积（包括纳入粮食

补贴范围的工资田面积）为依据分配发放补贴， 

3.根据国家下达我省市县农业“三项补贴”资金规

模和市县应补贴面积，明确补贴标准； 

难．按国家政策要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原则上补贴

给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 

5．我省市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由县（市）财政部门

通过“一折（卡）通”兑付到农民手中，在“一折 
‘生乃 涌”摘吏中夕全日日 “翎1六理骆J户之‘．,;" 

56. 7245元／亩（农垦单独管理） 农业农村厅 



19 
村级组织运转

经费 

村干部和离任村千

部补贴 

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

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促进村级组织建设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黑办发〔2009) 36号）、关于强化农

村村级组织、城市社区经费保障和落实村、城市社区

干部待遇的通知 

对村干部实行结构化岗位补贴、对离任村千部实行

离任补偿和生活补贴。 

村书记报酬不低于当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倍， 

统筹解决好其他村干部报酬、正常离任村干部的

离任补偿和生活补贴。 
省财政厅 

20 
大中型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直 

补资金 

大中型水库移民个

人补贴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水库移民后期扶

持资金使用及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黑财规审〔 

2017) 41号） 

直补资金是中央财政按照移民人数和标准核定移民

补助资金，补助对象为本省和外省大中型水库移民

个人。 

每人每年600元 省发改委 

21 水催
 
稻
芽
 
智
补
 
能
贴
 
浸
资
 
种
金
 

水稻智能浸种催芽

补贴资金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黑龙

江省2020年水稻智能浸种催芽补贴政策实施方案的通

知〔黑农厅联发（ 2020 〕66号） 

为进一步提高全省水稻标准化生产水平和综合生产

能力，调动农民使用智能程控水稻浸种催芽车间进

行集中浸种催芽的积极性，促进水稻提质增效，做

大做强水稻经济．经报请省政府同意，在全省实行

水稻智能浸种催芽补贴政策。 

每斤水稻种子给予智能浸种催芽补贴0. 5元，每亩
最多按8斤水稻种子核算，据实拨付补贴资金。 

省农业农村厅 

22 

己辞退民办教

师和代课教师

养老保险教龄

补贴资金 

己辞退民办代课教

师养老保险教龄补 

贴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已辞退民办

教师和代课教师问题的实施意见》（黑政发〔2013) 
21号） 

对曾在我省公办中小学连续工作满3年以上（含 

3年）的，在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上，从年

满60周岁的次月起，按月加发养老保险教龄补贴。 

教龄每满1年每月补助20元 省教育厅 

23 
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 

城乡义务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 

补助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

理办法＞的通知》 〔财教 (2021〕56号） 

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特殊教育学校

在校在籍学生，建档立卡学生．以及非建档立卡的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

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标准：小学每生每年 

1000元、初中每生每年1250元： 

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补助标准：小学每生每年 

500元、初中每生每年625元； 

特教学校学生补助标准每生每年1750元。 

省教育厅 

24 

国家教育资助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 

金 

《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 19号） 

公办和民办普通高中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平均每生每年2000元，具体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

在1000-3000元范围内确定 
省教育厅 

25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

助学金 

《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科教 (2019) 19℃） 

公办和民办中职学校就读的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学

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11个集中连片特困县中

职学生 

平均每生每年2000元，具体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

在1000-3000元范围内确定 

省教育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26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

奖学金 

《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 19号） 

公办和民办中职学校成绩特别优秀的全日制在校学

生 
每生每年6000元 

省教育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2了 本专科国家奖学金 

《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 （财科教〔2019) 19号） 

公办和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及高等职业院校成绩特别

优秀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 
每生每年8000元 省教育厅 



28 

经费 

本专科国家助学金 

《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 19号） 

普通本科高校及高等职业院校全日制家庭经济困难

本专科学生 
平均每生每年3300元 省教育厅 

29 
本专科国家励志奖

学金 

《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 19号） 

公办和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及高等职业院校品学兼优

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 
每生每年5000元 省教育厅 

30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 （财科教（2019) 19号） 

公办和民办普通本科高校成绩特别优秀的全日制研

究生 
硕士每生每年20000元、博士每生每年30000元 省教育厅 

别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 19号） 

公办和民办普通高校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除

外） 
博士每人每年13000元、硕士每人每年6000元 省教育厅 

32 
乡镇（公社） 

老放映员加发 

养老补贴资金 

乡镇（公社）老放

映员补贴 

《关于妥善解决黑龙江省老放映员历史遗留问题的实

施方案》 （黑新广发〔2015) 2号） 

对曾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工作连续工作满3年以上 

（含3年）的乡镇（公社）老放映员．在参加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从年满60周岁的次月起， 

按月加发养老保险工龄补贴，补贴标准为工龄每满 

1年每月补助20元，所需资金由省与县（市、区） 

财政按6:4比例分担。 

每人每月20元 省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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