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南县2021年惠民补贴“一卡通”发放项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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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耕地地力 生产类 100000000002
洛南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

关于做好2020年耕地保护补

贴资金申请的通知》（洛农
发【2020】177号）

承包农户 60元/亩

2 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贴 完善退耕 生活类 100000000004 洛南县林业局
国务院《关于完善退耕还林
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
25号

退耕主体 125元/亩

3 中心户长补助 中心户长 保障类 610000000015 洛南县卫健局 县委会议 组干部（中心户长） 200元/人/每月

4 村级计生干部补贴资金 计生干部 保障类 610000000016 洛南县卫健局
原按村级副职标准发放，现
定兼职5000元/人/年

村兼职计生干部 5000元/人/年

5 独生子女保健费补贴 独生子女 保障类 610000000017 洛南县卫健局
陕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
第49条规定

独生子女父母 独生子女父母各享受50%，即每人每月15元

6 义务兵家属优待金 义务兵补 生活类 610000000023
洛南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

陕退役军人厅发〔2020〕40
号文件、商退役军人局发〔

2020〕50号文件通知。

2020年度义务兵（预

备消防士）

义务兵入伍时为本科学历的家庭，优待标准为每年
3.6万元；义务兵入伍时为大专学历的家庭，优待标
准为每年3万元；义务兵入伍时为高中学历的家庭，优

待标准为每年2.4万元；高原兵每人一次性补助2万元

。

7 高龄老人生活保健补贴 高龄补贴 生活类 610000000024 洛南县卫健局

陕西省民政厅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陕西银监局《陕西省高龄

老人补贴发放管理暂行办法

》 二0一二年七月三日

70周岁及以上户籍在
洛南县的所有老年人

70-79周岁50元/人/月，80-89周岁100元/人/月，90-
99周岁200元/人/月，100周岁及以上300元/人/月。

正常享受补贴
的老年人，每

年1月1日-6月
30日必须在系

统完成年审认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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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城市低保对象补助 城市低保 生活类 610000000025 洛南县民政局

商民发（2020）183号文件
《商洛市民政局  商洛市财
政局关于提高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和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基

本生活标准的通知》，商财
办社（2019）129号商洛市
财政局关于下达城乡困难群

众冬季取暖费的通知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

2021年城市低保标准590元/人月，城市低保取暖费

1200元

9 农村低保对象补助 农村低保 生活类 610000000026 洛南县民政局

商民发（2020）183号文件
《商洛市民政局  商洛市财

政局关于提高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和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基
本生活标准的通知》，商财
办社（2019）129号商洛市

财政局关于下达城乡困难群

众冬季取暖费的通知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

2021年农村低保标准为4830元/年·人，实行分档救

助，其中A档每人每月400元，B档每人每月360元，C
档每人每月240元。另外电价补贴5元/户·月。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取暖费每户500元。

10
农村分散供养的特困人

员补助
农村特困 生活类 610000000027 洛南县民政局

商民发（2020）183号文件
《商洛市民政局  商洛市财

政局关于提高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和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基

本生活标准的通知》，商民
发（2021）35号文件《商洛

市民政局  商洛市财政局关
于调整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

准的通知》

特困供养对象

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6300元/人/年
（现金不低于6100元/人/年），照料护理标准：一

档,全护理(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特困人员:438元
人·月，半护理(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特困人

员:263元/·月，全自理(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特困人
员:为175元/人·月（2021年5月起执行）。

12
分散供养的孤儿基本生

活补贴
孤儿补贴 保障类 610000000033 洛南县民政局

陕民发（2019）83号文件《
陕西省民政厅 陕西省财政

厅关于提高孤儿基本生活最
低养育标准的通知》

孤儿
福利机构供养孤儿1400元/人月  社会散居孤儿1000

元/人月



洛南县2021年惠民补贴“一卡通”发放项目公示

序
号

补贴项目名称 四字标识
补贴项
目类型

补贴项目编
码

主管部门 补贴依据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备注

13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残疾人费 生活类 610000000046 洛南县民政局

根据洛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洛南县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
（洛政办发〔2016〕77号）

的有关规定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对象为具有洛南县户

籍并持有《第二代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以下简称残疾
人证）的最低生活保

障家庭中的一至四级

残疾人，非低保家庭
中的一至四级贫困残
疾人以及所有残疾儿

童（18周岁以下，不

含18周岁）。

残疾儿童生活补贴标准为18周岁以下（不含18周岁）

残疾人（以下简称“残疾儿童”）每人每月100元；
18周岁以上（含18周岁）困难残疾人（以下简称“成
年残疾人”）每人每月60元。

14 农业机械购置补贴 农机购置 生产类 610000000051
洛南县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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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021—2023年
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

》

县域内从事农业生产

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
营组织。

《陕西省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

表》（2020年调整公示稿）

15 城乡临时救助金 临时救助 保障类 610000000064 洛南县民政局
《陕西省临时救助工作规程
》陕民发〔2019〕84号文件

规定范围内所遭遇困
难的所有困难群众

县民政局根据救助对象家庭状况、困难类型、困难程
度，统筹考虑，综合判定给予相应救助。

16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

性经济补助金
退役补助 生活类 610000000066

洛南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

根据《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及省市关于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相关政

策文件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义务兵补助标准为39424元；普通士官补助标准为=义

务兵补助标准+义务兵补助标准×10%×(实际军龄-
2）；直招士官不领取义务兵自主就业补助金，标准为

义务兵补助标准×10%×实际军龄。上述人员服役期
间荣获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的，自主就业经济补

助金按照 15%、10%、5%的比例增发   

17
城镇居民廉租住房租金

补贴
廉租补贴 保障类 610000000068

洛南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商洛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办法》     《洛南县廉租

住房保障办法》

保障对象为当地城镇

中等以下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和新就业无房
职工、外来务工人员
、环卫工人和公交司

机中的住房困难者。

按照同区域、同地段商品房市场租金80%的原则，低
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按照分档补贴的原

则，补贴系数分别为0.9、0.3；按人均住房保障建筑
面积计算不低于13平方米。单人户按2人标准给予保

障，2人户按2.5人标准给予保障，3人户（含）以上
按实际人口给予保障，建筑面积控制在50㎡以内。补

贴标准为5元/人·月·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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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玉米扩种补贴 玉米扩种 生产类 610000000205
洛南县农业农
村局

洛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洛南县2021年粮食生
产扶持办法》的通知（洛政
办法【2021】7号）

承包农户
对玉米实行整县投保，按政策有种植户承担的保费有
县财政予以全额补贴。

每亩政府投保
3.75元。

19 失独家庭养老补助 失独补助 保障类 610000000253 洛南县卫健局
陕财办社（2016）125号文

件
失独家庭 每户一次性补助3万元

20
农业产业补助（烤烟灾

情补偿）
生产发展 生产类 610000000255

洛南县农业农
村局

按照县政府决议每年提取烟
税总额8%，建立烟叶风险基
金规定，提取的资金划拨财

政专户，专项用于烟叶生产

受灾补偿。

全县种植烤烟的农户
按照灾情严重情况而定补贴标准600元/亩、700元/亩
。

21 残疾人专职委员补贴 专委补贴 保障类 610000000259 洛南县残联

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残疾

人联合会《关于调整陕西省
残疾人专职委员工作补贴标

准的通知》陕财办综〔2017
〕28号

镇（办）、村（社

区）残疾人专职委员

镇专委每人每月200元，每年2400元；村（社区）专

委每人每月300元，每年3600元；

22 村级动物防疫员工资 防疫工资 保障类 610000000270
洛南县农业农
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是为了加强对动物防疫

活动的管理，预防、控制、

净化、消灭动物疫病，促进
养殖业发展，防控人畜共患
传染病，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和人体健康制定的法规。县

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可以根据动物防疫工作需
要，向乡、镇或者特定区域

派驻兽医机构或者工作人员

。 

全县16个镇办村级防
疫员

每人每年3000元

23
村干部养老、绩效、离

任工资补助
农干工资 保障类 610000000275

中共洛南县委

组织部
任职满10年：1200+5*工龄任职不足10年：5*工龄

24 三属伤残补贴 伤残补助 生活类 610000000279
洛南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

商退役军人局发[2020]64号

文件通知。

伤残军人及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
附件：伤残抚恤

25 涉核人员生活补助 涉核补助 生活类 610000000280
洛南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

商退役军人局发[2020]64号

文件通知。
参战涉核退役军人 70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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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军人生活补助 军人补助 生活类 610000000281
洛南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

商退役军人局发[2020]64号

文件通知，商退役军人局发
[2020]64号、陕财办社

[2021]39号文件通知。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复员军人及抗战老兵

退伍军人：650元/月，复员军人：抗日战争时期入
伍：1620元/月，其他时期入伍：1560元/月，国民党

抗战老兵：1550元/月。

27 马铃薯原种扩繁补贴 土豆繁补 生产类 610000000284
洛南县农业农
村局

洛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洛南县2021年粮食生
产扶持办法》的通知（洛政
办法【2021】7号）

承包农户 播种量按每亩125公斤标准计算，每亩补贴100元。

28
年满60周岁农村籍退役

士兵生活补助
农退士兵 生活类 610000000285

洛南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

商退役军人局发[2020]64号
、商退役军人局发[2020]66

号文件通知。

年满60周岁农村籍退
役士兵

68.15元/月

29 襄渝铁路民兵伤残补助 铁路兵补 生活类 610000000286
洛南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

陕民发[2020]129号文件通

知。

襄渝铁路伤残民兵及

部分参建民工

参建民兵月补助7.34元，一类伤残月补助584元；二

类伤残月补助467.2元；三类伤残月补助350.4元。

30 贫困户生产发展项目 贫户发展 生产类 610000000293
洛南县农业农
村局

中共洛南县委办公室 洛南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洛南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产业扶持措施》的通知（洛
办法【2021】6号）

建档立卡贫困户

1、养兔。新发展养兔产业。2组起补，每户补助1000

元。2、养蜂。新发展中锋产业，5箱起补，每箱补助
200元，  每户每年补助补助不超过2000元。3食用菌

。新发展食用菌产业，2000袋起补，每户补助不超过
5000元。4、辣椒。新发展辣椒产业，1亩起步，每亩

补助500元，每户每年不超过5000元。5、艾草。新发
展艾草产业，1亩起补，每亩补助300元，每户每年补

助不超过3000元。6.天麻。新发展天麻产业，100窝
起补，每窝补助5元，每户每年补助不超过3000元。

7.黄花菜。新发展黄花菜产业，1亩起补，每亩补助
500元，每户每年补助不超过5000元。8.万寿菊。新

发展万寿菊产业，1亩起补，每亩补助300元，每户每
年补助不超过3000元。

镇办自主奖补

。为了鼓励镇
办结合 地域

实际发展特色
农业产业，县

财政对镇办下
达切块奖补资

金，有各镇办
在县上奖补的

8种产业外，
根据地域产业

发展实际，自
行制定奖补措

施，确定奖补
的产业类别和

到户标准，以
文件报县农业

农村局审定后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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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残疾护理 生活类 610000000294 洛南县民政局

根据洛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洛南县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
（洛政办发〔2016〕77号）

的有关规定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对象为具有洛南县户
籍并持有残疾人证，

残疾等级为一级至二
级且需要经常照护的

残疾人。

一级残疾人每人每月120元；二级残疾人每人每月80

元

32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

补贴
燃油补贴 保障类 610000000296 洛南县残联 中国残联、财政部关于印发《2015年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事项》的通知

户口所在地为本地户

口，持有第二代《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且属于肢体残
疾人，须购买了残疾

人代步车。

每人每年一次性补贴260元。

33 残疾人自主创业补助 自主创业 保障类 610000000298 洛南县残联

 商洛市残疾人联合会《关
于实施2020年自主创业扶持

项目的通知》商残联发〔
2020〕16号

在法定就业年龄段内

且具备一定劳动能力
、持《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证》(第二
代)、同时符合下列申

报条件的残疾人。
1、获得省级以上“自

强模范”称号的残疾
人

2、国际、全国、全省
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获奖选手。
3、省、市级残疾人扶

贫基地、就业基地、
培训基地创办人。

4、从事个体经营实现
就业并取得《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
二年以上的残疾人。

5、从事种养殖和农产
品加工的残疾人(村镇

级证明营运二年以上)

每人5000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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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贫困残疾学生助学补贴 学生助学 保障类 610000000299 洛南县残联

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
省残疾人联合会《2016年民

生工程残疾人工作项目实施

方案》（陕残联〔2016〕23
号）文件精神

资助对象为应届毕业
高中学生当年被普通

高等院校录取并报到

就读的部分贫困残疾
大学生和享受最低生
活保障的贫困残疾人

家庭子女；以及城乡

家庭经济困难义务教
育阶段残疾儿童少
年，包括未入学适龄

残疾儿童和已在校

（含特教学校、普通
学校附设特教班和随
班就读）的残疾学

生，“未入学适龄残

疾儿童数据库”的残
疾儿童少年优先。

本科生每人5000元，大专生3000元。具体资助标准
为：寄宿生1000人，每人每学年1000元，走读生500

人，每人每学年400元，用于残疾学生学习用品用具
费、寄宿生生活补助。

35 财政扶贫“雨露计划” 雨露计划 保障类 610000000303
洛南县乡村振
兴局

《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加

强雨露计划支持农村贫困家
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
育的意见》（国开办发【

2015】19号）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
女就读中职、高职、

技工院校的学生

每生每年3000元，连续补贴三年

36 新一轮退耕还林补贴 新轮退耕 生产类 610000000317 洛南县林业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

部委《关于印发新一轮退耕
还林还草总体方案的通知》

发改西部〔2014〕1772号

退耕主体
第一年500元/亩，第三年300元/亩，第五年400元/亩
。

37
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

补偿
国公益林 补偿类 610000000318 洛南县林业局

省市下达的计划文件、县林

业局和财政局印发的《洛南
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

理实施方案》（洛林发【
2014】208号）和《关于进

一步规范集体公益林中省补
偿资金兑付办法的通知》

（洛林发【2017】202号）

国家公益林区划范围
内的村组、农户等林

权单位

13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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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精神病患者服药补贴 服药补贴 保障类 610000000329 洛南县残联

商残联发〔2019〕79号关于

印发《2019年商洛市残疾人
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实施

方案》的通知关于“2019年
精神残疾患者服药项目实施

方案”

持证精神残疾患者服

药项目药品发放对象
为持证精神残疾患者
（非建档立卡贫困

户）

建档立卡持证精神残疾患者，每人500元/年，非建档

立卡持证精神残疾患者，每人100元/年

39
贫困残疾人阳光增收扶

贫项目
阳光增收 保障类 610000000333 洛南县残联 根据商洛市残联、商洛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0年商洛市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商残联发〔2020〕60号)

实施对象必须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中的残疾

人

标准为每户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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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残疾人临时救助 残疾临助 保障类 610000000341 洛南县残联

根据洛南县残疾人联合会、

县财政局关于印发《洛南县
残疾人临时救助实施办法的
通知》（洛残联（2018）31

号文件相关规定

具有洛南县户籍，且
持有第二代《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的临时性困难残疾
人，优先考虑建档立
卡与享受低保的贫困

残疾人、重度残疾人

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残
疾人。1.对因车祸、
水、火灾、人身伤害

等意外事件，造成人

员伤害或财产损失，
给予救助
2.家庭成员突发重大

疾病，导致家庭基本

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
难的给予救助
3.对因支付子女或法

定抚养人非义务教育

阶段教育费用，导致
家庭基本生活暂时出
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救

助。

4.对因生活必需支出
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
受能力，导致基本生

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

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给子救助。
5.对遭遇其它临时性

特殊原因造成生活特

人临时救助标准参照本县当年城市最低保障月标准的
1—6倍给子救助，其救助金额为300-2000元，但最高

不超过1000元临时教助属于一次性救助，原则上一个
缘由一年内只能享受一次救助

41 公益特岗补贴 公益特岗 补偿类 610000000342
洛南县农业农

村局

《陕西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

理办法》（陕人社发〔2018
〕56号）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特

设公益岗位
360元/人、月

建档立卡脱贫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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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困难残疾人评定救助 评定救助 保障类 610000000344 洛南县残联

根据陕西省残联《2018年贫

困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
评定补贴项目的通知》（陕

残联发〔2018〕83号）

当年办理残疾人证，
家庭困难的智力、精
神和重度残疾人到指

定医疗机构进行残疾

评定的人员

每人一次性补贴150元

43
城镇特困供养人员生活

补贴
城镇特困 生活类 610000000357 洛南县民政局

商民发（2019）160号文件

《商洛市民政局  商洛市财
政局关于特困救助供养标准

的通知》，商民发（2021）
35号文件《商洛市民政局  

商洛市财政局关于调整特困
人员照料护理标准的通知》

特困供养对象

城镇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800元/人/月。照料护
理标准：一档,全护理(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特困

人员:438元人·月，半护理(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特困人员:263元/·月，全自理(具备生活自理能力)

特困人员:为175元/人·月（2021年5月起执行）。

44
农村残疾人电子商务扶

贫项目
电子商务 保障类 610000000358 洛南县残联 根据商洛市残联、商洛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0年商洛市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商残联发〔2020〕60号)

实施对象必须是开办
电子商务的农村残疾

人，帮扶资金主要用
于扶持农村残疾人创

办网店，补充经营流
动资金和带动贫困残

疾人户依托电商产业
链创业增收

每人10000元的资金扶持

45
退役士兵待安置期间生

活补助
退役安置 生活类 610000000362

洛南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

根据《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财
政局《关于做好符合政府安

排工作退役士兵待安置期间

生活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
(商退役军人局发〔2020〕
31号)等文件精神

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

件的退役士兵

按照《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最低工

资标准的通知》（陕人社发〔2019〕8号）要求，洛
南县为三类标准为1600 元/月，发放整个待安排工作

期间。

46
70年代路线教育人员生

活补助
路线教育 保障类 610000000365

洛南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

洛南县委组织部洛组函〔

2020〕63号文件通知
70年代路线教育人员 55元/月（年限每增加1年加5元）。

47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

生活补贴
无抚儿童 保障类 610000000400 洛南县民政局

陕民发（2019）70号文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
》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对生活困难家庭中的和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按照社会散居孤儿养育标准进行补

差发放生活补贴；其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按照不低于
福利机构供养孤儿养育标准的50%发放生活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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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病畜捕杀 生产类 610000000407
洛南县农业农
村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
见》（国办发〔2014〕

47号）

生猪养殖户
共80元/头，其中：中央每头60元，省每头10元，市
、县每头各5元

具体以资金到

位情况平均分
配到头数

49 计生家庭合疗补助 合疗补助 保障类 610000000408 洛南县卫健局 陕西省计划生育条例

18周岁以内独生子女

、双女户子女及其父
母

每人每年20元

50 残疾人公益性岗位补贴 残疾公益 保障类 610000000410 洛南县残联

 商洛市残疾人联合会《关
于实施2020年残疾人公益性

岗位补贴的通知》商残联发
〔2020〕16号

1、党政群机关、财政
拨款事业单位后(工)

勤服务性岗位的残疾
人。2、财政拨款的市

政公共设施设备的养
护、保洁、绿化及城

市交通协管员等岗位
的残疾人。

3、社区管理服务岗位
的残疾人，如残疾人

社区专职委员，社区
保洁、扶老托幼等岗

位的残疾人。

每人3120元/年

51 医疗保险资助参保 资助参保 保障类 610000000442 洛南县医保局 商医保发〔2020〕55号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个人缴费由财政资金给予140
元/人定额资助（其中省级财政45元、市级财政19元
、县区财政76元）

52 小麦种植政策性补贴 小麦补贴 生产类 610000000446
洛南县农业农

村局

洛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洛南县2021年粮食生

产扶持办法》的通知（洛政
办法【2021】7号）

承包农户

对种植小麦的，每亩给予60元两种补贴（良种量按每

亩12.5公斤标准计算）。同时给予农资补贴和耕作费
14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