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教育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

川办发〔2020〕64 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四川省教育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

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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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教育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27 号)精

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形成中央领导、省级统筹、

合理授权、系统完整、科学规范、运转高效的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模式,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省和市

县财政关系。

二、主要内容

(一)义务教育方面。

义务教育总体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并按具体事项细

化,其中:涉及学校日常运转、校舍安全、学生学习生活等经常性事

项,所需经费一般根据国家基础标准,明确中央与省、市县财政分

类负担比例,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的部分通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安排;涉及阶段性任务和专项性工作的事项,所需经费由市县

财政统筹安排,中央和省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统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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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经费保障。 生均公用经费执行国家基准定额标准,所需

经费由中央与我省按 80：20 比例分担。 应由我省承担部分,成都

市自行负担,其余市(州)和扩权县由省级财政全额承担。 小规模

学校、寄宿制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公用经费补

助所需经费,按照生均公用经费国家基准定额分担规定执行。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按照国家制定的家庭经济困难

寄宿生生活补助基础标准和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

执行,各地可结合实际分档确定非寄宿生具体生活补助标准。 所

需经费由中央与我省按 50：50 比例分担。 应由我省承担部分,成

都市自行负担,民族县(含民族待遇县,下同)和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含已摘帽县,下同)由省级财政与市县财政按 50：50 比

例分担,其余地区由省级财政与市县财政按 40：60 比例分担。

校舍安全保障。 农村公办学校校舍单位面积补助测算标准按

照国家基础标准执行,所需经费由中央与我省按 80：20 比例分

担。 应由我省承担部分,成都市自行负担,民族县、扩权县由省级

财政全额承担,攀枝花市、德阳市、绵阳市、宜宾市由省级财政与市

级财政按 50：50 比例分担,其余市由省级财政与市级财政按

80：20比例分担。 城市公办学校相关标准由市县制定,所需经费

由市县财政承担。 今后根据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进程和中央

部署,适时研究建立城乡统一的校舍安全保障机制。

贫困地区学生营养膳食补助。 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膳食补助按照国家基础标准执行。 国家试点范围为集中连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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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地区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省级试点

范围为其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和民族县县城义务教育学生,所需经费由中央、省、市

县共同承担,扣除中央财政按生均定额奖补后的差额由我省承担,

省级财政与市县财政按 2：1 比例分担。 凡不在国家和省级规定

试点范围,且未经省政府确定而市县自行试点的,所需经费由市县

财政自行承担。 试点范围根据国家和省级扶贫政策动态调整。

其他经常性事项。 免费提供国家规定课程教科书和免费为小

学一年级新生提供正版学生字典,所需经费均由中央财政承担;免

费提供地方课程教科书,所需经费由省级财政承担。 免费提供作

业本所需经费,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和扩权县由省级财政与市

县财政按 55：45 比例分担,其余市县由省级财政与市县财政按

45：55比例分担。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教师

(以下简称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按照国家基础标准执行,所需经

费由中央财政承担。 特岗教师工资性年收入水平高于中央财政特

岗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的,高出部分由市县财政承担。 “四大片

区”农村教师生活补助按照省级基础标准执行,现阶段为每人每月

不低于 400 元,省级财政按每人每月 220 元的定额标准给予补助,

不足部分由市县财政承担。 同时,对实施范围内落实农村教师生

活补助等政策较好的地区给予综合奖补。

涉及阶段性任务和专项性工作的事项。 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

提升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阶段重点改善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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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所需经费由市县财政统筹安排,省级财政

通过相关转移支付统筹给予支持,今后根据城乡义务教育改革发

展形势,适时调整支持内容、范围和重点。 国家级教师培训所需经

费由中央财政承担,省级教师培训所需经费由省级财政承担,市县

级教师培训由市县财政承担。 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

区人才计划教师选派专项工作补助,按照国家统一补助标准执行,

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

此外,对巩固落实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政策,中央和省级财

政继续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市县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经费统筹给

予支持,市县财政按规定统筹使用相关转移支付和本级财力确保

按时足额发放。

(二)学生资助方面。

学生资助是相对独立完整的政策体系,覆盖学前教育、普通高

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将其总体确认为中央与地方共同

财政事权,并按照具体事项细化,其中:用于激励引导方面的事项

所需经费主要由中央财政承担,或按照隶属关系等由中央、省、市

县财政分别承担;用于困难资助方面的事项,所需经费一般根据国

家基础标准,明确中央、省、市县财政分档负担比例。 学生资助由

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的部分通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予以安

排。

学前教育幼儿资助。 民族自治地区按照十五年免费教育政策

执行,所需经费由省级财政统筹中央资金,按定额标准给予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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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部分由市县财政承担。 其余地区实行学前幼儿保教费减免政

策,由省分地区核定基础减免标准;所需经费扣除中央奖补后的差

额部分,省级财政对民族待遇县按 80% 给予补助,对非民族地区按

总水平 35% 给予补助(分市县核定具体分担比例),不足部分由市

县财政承担。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和国家助学金。 国家统一实施的普通

高中免学杂费补助和国家助学金,所需经费由中央与我省按

80：20比例分担。 免学杂费补助应由我省承担部分及我省相关政

策所需经费,省级财政统筹中央资金,按照省分市县核定的补助标

准,与扩权县按 55：45 比例分担,与其余地区按 45：55 比例分担;

民族自治地区按照十五年免费教育政策执行,省级财政按定额标

准给予补助,不足部分由市县财政承担。 国家助学金应由我省承

担部分,成都市自行负担,民族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由省

级财政与市县财政按 50：50 比例分担,其余地区由省级财政与市

县财政按 40：60 比例分担。 市县可以结合实际确定具体补助标

准,并按规定结合实际确定国家助学金分档资助标准。

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国家助学金和国家奖学金。 国家

统一实施的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和国家助学金,总体上由中

央与我省按 80：20 比例分担。 省级财政在统筹中央补助资金的

基础上,对省属学校按照省核定的分校免学费标准和国家助学金

平均资助标准全额给予补助;对市县属学校按照国家免学费测算

补助标准和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分档给予补助,其中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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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80% 给予补助,民族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额给予补

助,扩权县按 97. 5% 给予补助,其余地区按 95% 给予补助。 市县

可按规定结合实际确定免学费具体补助标准和国家助学金分档资

助标准。 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制度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

承担。

高校国家助学金。 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按国家平均资助标准

执行,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按国家资助标准执行。 所需经费由中央

与我省按 80：20 比例分担。 应由我省承担部分,省属高校由省级

财政承担,市(州)属高校由市(州)财政承担。

高校国家奖学金等资助。 高校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大学生服兵役资助、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资助

标准执行,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 省级师范生公费教育资助,

按照省定补助标准,所需经费由省级财政承担。 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补助、高校毕业生赴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奖补,由省

和市(州)分别制定省属和市(州)属高校补助标准,省属高校所需

经费由省级财政承担,市(州)属高校由市(州)财政承担。 外省高

校毕业生赴我省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就业补偿代偿,由就业所在县

(市、区)制定补助标准并承担支出责任。

中职和本专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特别资助。 按照省确定

的基础标准执行。 所需经费,扩权县由省级财政与县级财政按

60：40比例分担,非扩权县由省级财政与市县财政按 40：60 比例

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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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国家助学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金补助。 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贴息应由我省承担部分,省属高校由

省级财政承担,市(州)属高校由市(州)财政承担。 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风险补偿金应由我省承担部分,50% 按照借款学生就读高

校隶属关系,省属高校由省级财政承担,市(州)属高校由市(州)

财政承担;另外 50% 根据借款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民族自治地

区由省与市县财政按 50：50 比例分担,其余地区由市县财政分

担。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省属高校由省级财政承担,

市(州)属高校由市(州)财政承担。

(三)其他教育方面。

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其他教育,实

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

投入机制,总体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所需财政补助经费主

要按照隶属关系等由中央、省、市县财政分别承担,中央和省级财

政通过转移支付对地方统筹给予支持。

上述义务教育、学生资助等基本公共服务相关具体事项,国家

和省统一制定和调整基础标准;市县在确保国家和我省基础标准

全部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如需制定高于国家和省级基础标准的地

区标准,应事先按程序报上级备案后执行,高出部分所需经费自行

负担;法律法规或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市县按照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和财力状况新增的事项,为市县

财政事权,由市县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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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民办教育以及高校、军队、国

有企业所属学校等,其管理和财政支持方式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现行体制和政策执行。 中央和省级基本建设支出按国家和省级有

关规定执行,主要用于中央和省级财政事权或中央、省与市县共同

财政事权事项。

上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等事项涉及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省与市县财政分担比例维持到 2020 年底;2020 年以后

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规定再行确定。

三、配套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密切协调

配合,根据本方案确定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按规定做好预

算安排,切实落实支出责任,确保财政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 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优化支出结构,着力提高教育领域资金配置

效率、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质量。

(二)明确地方权责。

各市(州)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方案精神,结合实际合理划分市

(州)以下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要加大对本行政区域

内困难地区的对下转移支付力度,涉及到需市(州)本级对非扩权

县的补助政策,由市(州)政府分项目确定分担比例。 要将适宜由

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教育领域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上移,避免

县级政府承担过多支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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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规范运行。

各市县、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方案精神,在全面系统梳理的基础

上,抓紧修订完善相关管理制度,适时按程序将教育领域中央、省

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基本规范,加快推进依法行政、依

法理财。

(四)协同推进改革。

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与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紧密结合、协同推进、良性互动、形成合力。 根据教育改革发

展形势,按照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适时健全完善基础标

准,动态调整优化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为推进教

育领域共同事权的财政支出责任与省、市、县财力更加协调匹配,

除省委省政府另有规定之外,以后年度凡是省级层面新增、扩面、

提标的教育增支事项,省级财政对增支部分的分担比例应与省级

财力相适应。

本方案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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