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水县级2021年惠民惠农补贴政策清单

序号
惠民惠农补贴
政策和项目

县级主管
部门

政策依据文件 补贴对象及范围 国家补贴标准 自治区补贴标准 地市补贴标准 县区补贴标准
发放层级

（自治区/地
市/县区/乡

镇）

备注

1
群测群防项目

经费
县自然资
源局

藏国土资函[2015]145号；藏财经指[2015]97
号；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 _ 3,000元/人.年 执行自治区标准 执行自治区标准 县区及乡镇

2
双联户长补助

政策
县政法委

《西藏自治区“双联户”户长补助办法》（藏

政办发〔2014〕29号）、《拉萨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拉萨市“双联户”联户代表补
助办法>的通知》（拉政办发〔2014〕151号）  

全区“双联户”户长 _
2000元/人/年。                                                               

按照区、地（市）、县三级5∶3∶2比例分级承担（自治区财政承担1,000元）                    

  1、城镇社区： 误工补贴

1600元/人/年，通讯费360元/
人/年，交通费240元/人/年，
杂费600元/人/年，共计2800

元/人/年，自治区承担
1000元，剩余1800元市县两级
按照6:4承担。2、农村牧区： 
误工补贴1120元/人/年，通讯

费360元/人/年，交通费240元
/人/年，杂费480元/人/年，

共计2200元/人/年

  1、城镇社区： 误工补贴
1600元/人/年，通讯费360元/
人/年，交通费240元/人/年，

杂费600元/人/年，共计2800
元/人/年，自治区承担

1000元，剩余1800元市县两级

按照6:4承担。2、农村牧区： 
误工补贴1120元/人/年，通讯
费360元/人/年，交通费240元
/人/年，杂费480元/人/年，

共计2200元/人/年
3.机关：误工补贴600元/人/
年，通讯费240元/人/年，交

通费120元/人/年，杂费240元
/人/年，共计1200元/人/年

县区及乡镇

3
“先进双联户

”奖励
县政法委

《西藏自治区“先进双联户”创建评选活动实

施方案（试行）》（藏委厅〔2013〕43号）
全区各级“先进双联户” _

村级“先进双联户”，100元/户/年；
乡级“先进双联户”，500元/户/年；
县级“先进双联户”，1000元/户/年；

地市级“先进双联户”，2000元/户/年；
区级“先进双联户”，3000元/户/年。

执行自治区标准 执行自治区标准 县区及乡镇

4
城镇住房保障

家庭租赁补贴

县住房和

建设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39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
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保〔

2016〕281号）、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关于西藏自
治区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管理办法的通

知（藏政办发〔2021〕10号）

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城镇低收入

家庭。
_

补贴面积标准。1人户20㎡，2人户40㎡，3人户及以上60㎡。补贴金额标准为15元/
㎡•月。发放比例，当地居民户口低收入家庭发放比例为100%，其他保障对象发放比

例为70%。租赁补贴金额=（补贴面积-自有住房建筑面积）×租赁补贴标准×发放比
例。

执行自治区标准 执行自治区标准 县区及乡镇

5

农业支持保护
补贴（包括耕

地地力补贴和
农作物良种繁
育与推广补

贴）

县农业农
村局

《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
贴”改革的通知》（财农〔2016〕26号）、《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做好2020年农业生产
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
2020〕3号）、《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修
订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农〔2020〕10号）

全区统计部门已核准粮食种植面

积内的种植农户，原则上为拥有
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牧民。享受
补贴的农牧民要切实加强耕地质
量保护，自觉提升耕地地力。

中央切块下达资金，并未明确具体补贴标准，
要求各省区结合本地实际自行确定补贴标准。

一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按照资金、任务、权力、责任“四到地市”管理要求，各
地市结合本地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自身财力状况等因素自行确定补贴标准。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为直补资金，不得以任何方式统筹集中使用，必须全部直补到户，确保

广大农民直接受益。
二是农作物良种繁育和推广补贴，继续按照《西藏自治区财政厅、西藏自治区农牧
厅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农作物良种补贴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藏财农字〔2014〕
84号）要求，明确农作物良种补贴范围、类型、对象，以及农作物补贴品种、补贴

标准和方式。补贴资金以完成良种繁育和推广任务面积进行补贴。另外，涉及科研
机构良种繁育与推广补贴资金主要用于原种田等租地费用支出。

执行自治区标准 执行自治区标准 县区及乡镇
整合原耕地地力补贴和
农作物良种繁育与推广

补贴政策

6 农机购置补贴
县农业农
村局

《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
见>的通知》（农办财〔2018〕13号）、《全

国农机深松整地作业实施规划

（2016—2020年）》、《西藏自治区
2016—2020年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补助实施办法
》（藏农厅发〔2016〕445号）、《农业农村

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

通知》(农办机〔2020〕2号)

一是农机具购置补贴对象为在我
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
产经营组织。二是深松整地作业

补贴对象为直接从事农机深松整
地作业的个人或组织。三是农业
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对象为在我区

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

农机购置补贴：个人购机、各类农机社会化服

务主体补贴市场价的30%。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按照购机补贴额的40%进行测算，其他机械的补

贴额按照购机补贴额的30%测算

农机购置补贴：中央财政补贴品目和自治区自选类补贴品目补贴额测算比例不超过
市场销售均价的30%。涉及具体型号的农机产品补贴额按照相应产品归档信息或农机
购置补贴信息辅助管理系统中的补贴额信息执行。鉴于市场价格具有波动性，在政

策实施过程中，具体产品或具体档次的实际补贴比例在30%上下一定范围内浮动符合
政策规定，总补贴额不得超过售价的50%。

深松整地作业补贴：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4市补助标准为55元/亩，昌都市补
助标准为60元/亩。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按照购机补贴额的40%进行测算，其他
机械的补贴额按照购机补贴额的30%测算。

执行自治区标准 执行自治区标准 县区及乡镇
整合原深松整地作业补
贴、农业机械报废更新

补贴政策

7
农牧民补助奖

励

县农业农

村局

《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新
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指导意见

（2016－2020年）>的通知》（农办财〔2016
〕10号）

拥有天然草场，享受草奖政策的

农牧民。
_

禁牧补助6元/亩，草畜平衡1.5元/亩。 具体由市县按照禁牧和草畜平衡政策落实情

况兑现，结余部分统筹用于巩固脱贫生态保护岗位。                 
执行自治区标准 执行自治区标准 县区及乡镇

原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资金政策

8
生态保护岗位

补助
县脱贫攻
坚指挥部

《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时期生态补偿脱贫实
施方案》（藏政办发〔2018〕60号）、《西藏

自治区脱贫攻坚指挥部生态补偿脱贫组关于及
时分解落实2018年度生态补偿脱贫岗位和资金
的通知》（藏财农〔2018〕32号）、《西藏自
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修改脱贫攻坚部分政

策措施的通知》（藏政办发〔2019〕23号）、
《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指挥部关于印发进一步
规范生态补偿脱贫岗位管理工作的补充通知》

（藏脱指〔2019〕29号）、《西藏自治区脱贫
攻坚指挥部生态补偿脱贫组关于印发进一步规
范生态补偿脱贫岗位管理工作的通知》（藏财

农〔2019〕36号）

一是生态保护岗位对象为16周岁
至65周岁具有劳动能力（不含一
二级残疾）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农村低保人口以及低收入农牧
民。生态补偿脱贫岗位对象不得
从村两委、村务监督员、村医、

村兽医、科技特派员、全日制在
校生、长期在外以及一年以上在
企事业单位务工人员中遴选；

二是生态保护岗位类型包括：林

业系统生态保护岗位、草原生态
保护岗位、水生态保护岗位、农
村公路管护岗位、村庄保洁岗位

、厕所保洁岗位、地质灾害群防
群测岗位等。

_
3500元/人/年。资金来源：统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森林生态补偿、林业草原
保护与修复、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农村公里养护补助、自治区地质灾害

群防群测补助等。
执行自治区标准 执行自治区标准 县区及乡镇

9 牲畜良种补贴
县农业农
村局

《西藏自治区牲畜良种补贴试行办法》藏财农
字〔2008〕22号〕

养殖场 养殖户（合作社） 种公羊800元/只，种公牛2000元/头 奶牛150元/头,种公羊1200元/只，种公牛4000元/头 执行自治区标准 执行自治区标准 县区及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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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惠民惠农补贴
政策和项目

县级主管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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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区村干部基
本报酬和业绩

考核奖励

县委组织

部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印发<西
藏自治区村（社区）党组织建设规划纲要

（2014年—2018年）>的通知》（藏党办发〔

2014〕4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的意见》（拉委发〔2015〕52号）

村“两委”班子成员 _

全区腹心县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基本报酬待遇提标提标2041元，达到33270/
人•年；其他村干部基本报酬待遇提标1003元，达到16636/人•年。边境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基本报酬待遇提标2667元，达到36598元/人•年。其他村干部基本报
酬待遇提标944元达到18300/人•年。由自治区、地市、县区按照5:3:2承担资金。

全市村干部报酬待遇平均每人

每年达到4万元。 基本报酬=
自治区规定标准×70%+市县财
政增加配套资金×20%；业绩

考核奖励=自治区规定标准
×30%+市县财政增加配套资金
×80%+县级财政在人均4万元
标准上增加部分×100%。

全县村干部报酬待遇正职3000
元/月，副职2500元/月，委员
2250元/月，业绩考核奖励正

职15430元/月，副职12860元/
月，委员12350元/月

各乡镇

11
动物疫病强制

扑杀补助
县农业农
村局

《农业部财政部关于引发<动物防疫等补助经
费管理办法>》（财农〔2017〕43号）

实施强制扑杀的养殖户、规模饲
养场

动物疫病强制扑杀补助标准为：家禽15元/羽；
仔猪200元/头，成年猪800元/头； 1岁以下牦
（奶）牛3000元/头（含1岁，下同），1岁以上

牦（奶）牛6000元/头； 1岁以下肉（黄）牛
1500元/头，1岁以上肉（黄）牛3000元/头； 1
岁以下羊200元/只，1岁以上羊500元/只； 1岁

以下马5000元/匹，1岁以上马12000元/匹；动
物疫病强制扑杀补助由中央比例为80%。

动物疫病强制扑杀补助标准为：家禽15元/羽；仔猪200元/头，成年猪800元/头； 1

岁以下牦（奶）牛3000元/头（含1岁，下同），1岁以上牦（奶）牛6000元/头； 1
岁以下肉（黄）牛1500元/头，1岁以上肉（黄）牛3000元/头； 1岁以下羊200元

/只，1岁以上羊500元/只； 1岁以下马5000元/匹，1岁以上马12000元/匹；动物疫
病强制扑杀补助由自治区、地市、县（区）承担比例为10%、5%、5%。

执行自治区标准 执行自治区标准 县区及乡镇

12
村级动物防疫

员补贴
县农业农
村局

根据2020年政府“十项惠民措施”确定 动物防疫员 _ 每人每月1100元 执行自治区标准 每人每月1680元 乡镇

13
“三老”人员

生活补贴
县委组织

部

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高老党员 

老干部 老劳模生活补贴标准的通知》（藏政
发〔2013〕20号）、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办
公厅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党内关怀帮扶细则

》的通知（藏党办发〔2021〕5号）

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 _

2021年具体标准是：其中1959年3月20日（含）前入党的农牧民（未享受离退休待遇
的社区居民）党员，按照1000元/人/月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

1965年8月31日（含）前担任乡（镇）半脱产干部满1年时间，目前不再担任村干部
、未领取月生活补助费的农牧民（社区居民）党员；1959年3月21日至1965年8月31

日（含）入党的农牧民（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社区居民）党员，分别按照900元/人/
月和800元/人/月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

1965年9月1日至1987年撤区并乡期间担任乡（镇）半脱产干部连续或累计满10年、

年满60周岁，目前不再担任村干部、未领取月生活补助费的农牧民（社区居民）党
员，按照800元/人/月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1965年9月1日以后入党，党龄满30年，
年满60周岁的农牧民党员（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社区居民），按照700元/人/月的标
准发放生活补助。其中，1987年后担任村干部连续或累计满10年，目前不再担任村

干部、未领取生活补助的农牧民（社区居民）党员，按照750元/人/月的标准发放生
活补助。

曾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年满60周岁的农牧民（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社区居民）党

员，按照800元/人/月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曾获得省部级荣誉称号，年满60周岁的
农牧民（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社区居民）党员，按照700元/人/月的标准发放生活补

助。

执行自治区标准

1.1959年3月21日至1965年8月
31日入党的农牧民党员，680

元/月，

2.1965年9月1日入党，党龄满
30年，且男满60岁，女满55周

岁农牧民党员630元/月

3.1965年9月1日至1987年撤区
并乡期间担任乡镇干半脱产干
部连续或累计满十年，且男满
60岁，女满55岁，目前不在担

任村干部，未领取月生活补贴
的农牧民630元/月

4.曾获得区级荣誉称号，男满

60周岁，女满55周岁的农牧民
老劳模每人每月630元/月，

县区及乡镇

14
森林生态效益

补助

县林业和

草原局

《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

（财农〔2007〕7号）

公益林生态护林员及专业管护人

员、全区
_ 集体公益林10.3元/亩.年，国有公益林5.3元/亩.年

集体公益林16元/亩.年，国有
公益林10元/亩.年；自治区补

贴公益林生态护林员及专业管
护人员3500元/人/年

集体公益林16元/亩.年，国有
公益林10元/亩.年；自治区补

贴公益林生态护林员及专业管
护人员3500元/人

县区及乡镇

15
野生动物疫源

监测补助
县林业和
草原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陆生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管理办法》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员 _ 7200元/年 执行自治区标准 执行自治区标准 县区及乡镇

16
全区村务监督
委员基本报酬

和业绩奖励

县委组织

部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印发<西
藏自治区村（社区）党组织建设规划纲要

（2014年—2018年）>的通知》（藏党办发〔

2014〕42号）、《关于印发拉萨市村（居）干
部薪酬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拉组发〔

2019〕142号）

村务监督委员 _
腹心县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为16635/人•年；其他村务监督委员为8318/人•年。边境

县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为18299/人•年。其他村务监督委员为9150/人•年。                    

按照自治区、地市、县区5:3:2比例分级承担。              

 基本报酬=自治区规定标准
×70%+市县财政增加配套资金
×20%；业绩考核奖励=自治区
规定标准×30%+市县财政增加

配套资金×80%+县级财政在人
均2万元标准上增加部分

×100%。

在职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和委
员分别按照“两委”正职、委

员的二分之一核定。

县区及乡镇



曲水县级2021年惠民惠农补贴政策清单

序号
惠民惠农补贴
政策和项目

县级主管
部门

政策依据文件 补贴对象及范围 国家补贴标准 自治区补贴标准 地市补贴标准 县区补贴标准
发放层级

（自治区/地
市/县区/乡

镇）

备注

17
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
县民政局

《西藏自治区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
例>的办法》（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46号）、《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西藏自治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藏政办发[2017]141号）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西藏自治区民政厅关

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藏财社字〔2017〕46号）

城市低保对象.凡持有我区户籍
且长期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共同生

活的家庭成员，人均可支配收入
低于自治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条
件的，根据户籍提出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申请。

_ 每人每月910元，补差标准为每人每月734元。 每人每月974元。 每人每月974元。 县区及乡镇

18
农村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
县民政局

《西藏自治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

（试行）》（藏政发[2007]55号）、《西藏自
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藏政办发[2017]141号）、《西藏自治区财
政厅 西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藏财社字〔2017〕46号）

农村低保对象。凡持有我区户籍

且长期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共同生
活的家庭成员，人均可支配收入
低于自治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条
件的，根据户籍提出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申请。

_ 每人每年5060元，补差标准为每人每年3790元。 执行自治区标准 执行自治区标准 县区及乡镇

19
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
县民政局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法（试行）>的通知》

（藏政发[2017]42号）、《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西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困难
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藏财

社字〔2017〕46号）

凡持有我区户籍的无劳动能力、

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
养义务人或者法定义务人无履行
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

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纳
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统筹

“三无”人员）。

_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包括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                          

1.基本生活标准：一是集中供养和城市分散供养的基本生活标准按照当年城市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全面保障标准）的1.3倍确定；二是农村分散供养的基本生活标准按
照当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确定。                2.照料护理标准：一

是分散供养的特困热源因病因残生活不能自理的，由其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指
定专人护理，照料护理费标准为年人均800元；二是集中供养特困人员中，部分丧失
生活自理能力的照料护理费标准为当年基本生活标准的10%、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的照料护理费标准为当年基本生活标准的15%。

执行自治区标准 执行自治区标准 县区及乡镇

20
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

县民政局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

》（藏政发[2016]44号）

生活补贴：具有西藏自治区户籍
且生活困难的各类残疾人。             

护理补贴：具有西藏自治区户籍

残疾人等级评定为一、二级且需
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

_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月人均10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月人均200元。 执行自治区标准 执行自治区标准 县区及乡镇

21
经济困难的高
龄、失能老年
人补贴制度

市民政局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建立经
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实施意见

的通知》（藏政发[2016]24号）

高龄老年人补贴：低保家庭中7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失能老年人补贴：低保家庭中60
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含70周

岁）的失能老人。

_ 月人均50元 执行自治区标准 执行自治区标准 县区及乡镇

22
城乡居居基本

养老保险

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
保障局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施行）》的通

知（藏政发[2014]88号）

具有我区户籍、年满16周岁（不
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构和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
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93元 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185元 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205元 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205元 县区及乡镇

23 公益性岗位
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
保障局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公

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藏政发
〔2014〕87号）、拉萨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

要【2018】61号

具有我区城镇户籍（大中专毕业
生不受我区城镇户籍限制）、有

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办理了《
就业失业登记证》且经同级劳动
就业服务机构认定符合“九类”

情况之一的就业困难人员。

_
公益性岗位政府补贴由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组成。岗位补贴标准为最低工资标
准的130%（现为：2145元）；社会保险补贴为养老、失业、工伤，缴费基数为上年

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现为：4885.8元）。
每人每月2645 每人每月2145元 县区及乡镇

说明：涉密政策不予公开，按照现行渠道保障。本表公开到人到户通过“一卡通”发放惠民惠农补贴政策，到机构到部门未包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