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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疰k萜赧自治区1L虫L柚佶息仳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暂竹办抟》的通知

各地 〈市)财政局、工业和佶息化局:

为加强自治区工业和倌息化专项资金管理。规范资金使用,

提高赏金使用效益9根据自治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观

将 《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Ⅰ发展专项资盘管理暂行办法》印发

给你们,谪认萁贯彻执行。热行中遇有闰题,请及时向自治区财
¨ 1”-



西藏

一
叻 ⊥̄

9d    9￡ :日 T   日T· 日日
·
日T日Ξ : 

·
□N ×UJ : l0□dJ



2日 1臼 .日臼.1日   1日 :彐2    P2
FR□M : F∩× N口 . :

西藏白泊江工业和信息化龙展专项

金莆理暂行办法

第-罩 忠 则

第一条 为贳彻落实工业强区战略,充分拔挥财政资金的引

导作用,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赍金使用效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西藏自治区△~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以 T简称

“
专驵赀金

”)9是指由自治区财政预箅安排专项用于推进全区

ェ业和佶息化发羼的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自治拔党委、敢府确定

的我区鲑济增长和转型升级最紧迫、最有效的方向和领域。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丿羽和管理应当符合国象宏观政策、产

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遵循公开透明、定向使用、科学管理、

加强监督的原则;突 出发展董点,集 中执优挟强,加强对杜会资

金引导,扩大政策受惠丽,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和高效,促

进全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转型优化升鳜,实现产业

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发展方武转变。

第四条 专项资金由自治区财攻厅会同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

厅共同管理。自治区财政厅负责专项资金的租算壹排、资金拨,付

以及资金总体缋效评价。自治Lx^T~业 和信息化厅负贵专项资金的

项日管理玉作,编制年度专项资金使用讨划,并按
“
谁使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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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
”的原则,负责专项资金项目的评审、实施、验收(宪 工评

价)、 倌息公开和缋效自评等~T~作 ,指导各地市工信部「l和项目

单位做好项目实施、验收(完工砰价)、 信息公开、绩效自评等△̂

作。

第二章 资金使用范围及方式

笫五条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 )支持绿色上业规模发展,重 点推动天然饮用水产业、

绿色‘建柑业、清洁能源推广。

(二 )支持特色产业做优做精,重点掩劫藏药、民族手工业

和高原特色食 (饮 )品 业技展。

(三 )叟持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推动智惹城市建设。

(四 )支持培育新兴产业,重 点推动高新数字产业、生物工

程、新材料应用等离新技术与一工三产融合发展。

(五 )支持J~业 园区建设,推动园区扩能增效。

(六 )支持王业和倌息化领域特色产品品牌推广、展览展示、

宦传推介、市场廾拓等工作。

(七 )自 治区党委、政府要求支持工业和倌息产业发展的莫

他事项。

第六条 专项资金果取项目补助的方式进行支持9对符合支

持条件的重点发展项目所需资金给予补贴,额度最高不超过⒛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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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七条 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得 自治区级财i畋 资金支Ⅱ持的项

目,原则上专项资金不再重复支持。

第三章 琪目申报和审+P/

第八条 项回单位必须间时具̈各千列资格条件 :

(ˉ-)区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含西藏自治区藏莆工

业国区注册企业);

(二 )项目单位戚立 ⊥年以上 (舍 1年〉,企业发展战眸明

确、主业.突 出、市场定位清晰 ;

(三 )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情况良好,原则上无连绩亏损现,

象,处于建设期内的新建企业除剡̀:

C四 )财务管理制度健仑、规范,会计信用、纳税信用和锒

行倌用良好 ;

(五 )近 ⒔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未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处

理处割.近 3年内在享受各纸政府财政资助屮无严重违约竹为;

(六 )申 +·k项 目符合国家和自治区产业政策,符合专项资金

午度支持重点。符舍我区安全、坏保、节能、降耗等要求;

第九条 项目单也提出资金申请,按照 《自治区专呗转移支

付缋效日标管理暂行办法》(藏财预宇 (⒛17)gO号 )设定呤金

绩效目标,同 时提供下列材料 :

c一 )营业执照、税务整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及阜程

(复 印件):
-Ⅱ  5"—



(三 )经佘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会计报告和专项审计撇告

(原件);

(三 )项 圉资金申请报告或资金项目申请说明,报告或说明

要包含《西藏自治区置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缋揪.目 标申

报表》(详见附件):

(四 )项 回单位对申撇材料其实性负黄的声明:

(五 )其他需嬖提供的材料。

第十条 项目单位应当保证中搌材料的真实性、难确性和完

齄性;所 申报的项目应当具各实施条件,短期内无法实施的项围、

盛计划实施第艹年的工程进度预计来能达到圃定资产救资计划

3o%的项回原则上不得申报。

第十一条 自冶区置业和信息化厅会同自治区财敢厅。根据

自治区觉委、跛府的决策部署,适.时调整专殒资金支持的冀点领

域I于每年 11月 底前在政府网站上公开发布下一年度专项资金

中撇工作拍南,明 确专项资金总体绩效‘目标、支持的重点和范围、

扶持方武以及项回申报的具体要求等,并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各市 (地 〉工业和佶息化部门、财政部门应控照

自:治 区专项资金申报工作指南的要求臼做好珠∷市 (地 )项 目申报

组织工作,负责对申报单位的材料进行审核。中央和自治区直属

单位的项目,由 项目单位主管部门签署审核意贝宀后报送'自 治区工

业和信息化厅。

笫十王条 自冶区工.xllr~和 信患化厅按照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

要求9对专项资金项目实行项目庳滚动管理,将市 C地 )或项目

— 6-ˉ

I,d    9E∶ 日T   日T· 臼口
·
日T日已 : ·

□N ×UJ : "□钊J



单位主管部闩上报符合申报措南要求并具各实施条件的项目纳

入当年度的支持计划进行安排,对需璺继续安排的跨年度实施的

项目要合罂编制分年度资金安排方粜。

笫十四条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根据专项资金的预算额

度、琐目救资总颧和项目性质等因素综合进行资金分配,于每年

3月 〗0日 前提出资金分配l方 粲报自治区财政厅审定,并在自治

区财政厅审定批复资金分配方案,后 10日 内
ˉ
F达项回资金扶持计

划。在项目实施完戚后做好缋效自评工作。

笫十五条 桉照
“谁分配,、 谁公开

”的原则,自 治区工业和

信息化厅应在下达项回资金挟持计划前将拟扶持呗目单位名单

逋过互联网等媒介向社会公示,接受杜会监督,涉及国家秘密的

内容除外。

第凹章 资金拨付

笫十六紊 女排纶市 (地 )的项目资金,由 自治区财敢斤挂

照预箅管理有关规定及时下达到巩回单位所在市 (地 )财敢局。

安排给自治区本级的项目资金,通过自治区财政厅下达自治区工

业和信息化厅预算指标。

笫十七条 项目资金拔付要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管理

等有芙规‘定执行。各市 (地 )财政部门要会同同级工业和倌息化

部闩加强对琐目资金的拨付管理。对工棍进度未速到囤定资产投

落廿抑丨羔额 30%以上的项回、实际投入低于计娜l扶持金额的补助



项目,原则上珲予拨付专项资金。

笫十八条 各市 (地 )工业和倌息化部门、财政部门应控照

属地原则做好本地区项目实施跟踪和监督置作,并于每年 6月

⒛ 日和 12月 20日 前将本市 (地 )项 目进度、资金筹措和使用

情洮、存在问题等书面报告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财敢

厅。

第瓦章 监督检查和处哩

笫十九条 自治 L×

^财
政、厅、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对资金的

使用情况和项目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管,可组织专家或委托具有能

力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项目监督检查,也可视情况委托相关单位组

纵监督检查凸监督检查的重点内容为:专项资金是否落实到位 ,

是舌使用合规;项 目避度是否符合要求:琐 目单位是否按照实施

方案开展工作。

第二十条 市 C地 )财政局、工佶局和项目实施单位应加强

专项资金中请、审核、拨付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做妤配合

项国检查、验收及绩效评价等工作。 对在缌织项目申揪、资金

下站、验收蒲核等工作中,存在违反规定分配或使用专项资金以

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掏私舞弊等遍法违纪行为的,按照 《预

算法》、《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保守国家秘密法》、《财政

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f有 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

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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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二十一条 只l有
ˉ
F列 行为之一的,财政厅、工业和信息化

厅将依照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采取通报批评、追国资

金等方式进行处理。同时由工业和佶息化厅贲令项目单位进行整

改,lJRl取 资金的项目单位工年内不得‘申报,专 项资金。

(一 )编报虚假情诳),套取专项资金 ;

C△ )违反程序未按要求完戚项目前期工作的;

(王 )转移、挤占或者挪用专项资金的:

(四 )擅 自改变项目建设内容和建设标准的:

(五 )无正当理由来及时建设实施的;

(六 )拒不接受依法进竹的稽查或者监督检查的;

〈七)其他违反囿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斤负责觯释。

第工十三条

第六革 附 则

本办法由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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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眙H下业和佶总化发熙
l扌项资金顶目缵效H标申报表

块报单娘 (椹 卓):

〈     年度 )

填报 日期 :

项目隹称

地 C市 )主曾部门

项目实腌尊位

项囤类犁
上年膝有·I/q日

新增圃定项 □ 浙增¨次性项u□
口

项目期限 堇   年

年度资盎总额:

申讳掇奄Ι睹洗

(万 元)
其中:财 政费/±°

测弊依捃及说啁

J正 目荤位职飙概

3苤

I0l帚 llR况、讧要内

容及lfl逸

项目血项情况
可抒烁.

完戚时问

实施进庶计划

回标 ⒈

睁标 2:

目栎 3:

—ˉ10Ⅱ¨

总

体

囝

赫

自治区主槽部冂

立项侬捃

蚰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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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值
~级

指柑
二级指桥

三级指桥

拍丿0:;1g

产

出

指

标

救虽描柝 措标⒉

质蚩捅桥 揩标 2:

时效指林

指桥 J:

戚本捕桥 :l丬
::}9|氵 ii:2:

扌∫省奇桥 I:

缢崭效益

丬埒丬冢
指桥⒉

指祢 ⒈

杜舍揪益

指桥
矧旨弗卞2:

生态效益

牿桥

指标 1t

可持嫔影响

指桥
指柿 ⒉

指杯 lε

服务对淼

满意度指林
·io标 ⒉

描竺ΙL~~~~柳 ~̈~~~

嫂

益

描

标

满恁度

拍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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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抄邀: 自治区财政厅预算处、政簋法规处、

存档。

监督-。 处9绎济建设处,

西藏自治汉财政厅办公室

-¨'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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