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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提前下达中央财政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分配说明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2〕90 号），财政部提前下达

我省2023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少数民族发展任务）

资金（以下简称“中央财政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预算指标，安排

我省中央财政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2924 万元。按照《中央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1〕19 号，以下简称

《办法》）《广东省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

细则》（粤财农〔2021〕119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有关规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

想，结合我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我委拟定了 2023 年提前

下达中央财政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分配方案，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一、资金拨付总量

中央财政安排我省 2023 年第一批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2924 万

元。

二、资金用途及适用范围

根据《实施细则》规定，中央财政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主

要用于支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和民族村寨发

展等；资金支持的项目原则上要从项目库选择，且符合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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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三、资金分配方式

根据《实施细则》规定，专项资金主要采用因素法分配，实

行绩效管理。为集中财力办大事，同时确保资金分配科学合理，

符合现实工作需要，资金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具体安排：

（一）确定县、乡、村资金量比例。3 个自治县、7 个民族乡

和散居少数民族聚居村（以下简称“民族聚居村”）的资金分配比

例约为 2：2：6。主要考虑：一是 2023 年省级财政少数民族发展

资金 2 亿元将全部安排给民族地区（3 个自治县和 7 个民族乡），

因此从均衡角度出发，建议在分配 2023 年第一批中央财政少数民

族发展资金时，加大对民族聚居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全省有 300 多

个民族村，结合乡村振兴工作，计划在“十四五”期间选取 50 个

左右的村给予重点支持，努力把民族聚居村打造成具有中华文化

符号和中华形象的岭南民族特色村寨)，分配占比为 6；3 个自治

县和 7 个民族乡均受到省级财政资金支持，分配占比分别为 2。综

上所述，3 个自治县安排资金量 584.8 万元，7 个民族乡安排资金

量 584.8 万元，少数民族聚居村安排 1754.4 万元。

（二）确定资金重点投向的少数民族聚居村。主要考虑：一

是有申报 2023 年拟实施项目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广州、深圳、韶

关、河源、惠州、阳江、潮州等 7 个地级以上市少数民族聚居村

均有申报 2023 年拟实施项目，梅州、湛江、茂名、清远、云浮等

5 个地级市少数民族聚居村没有申报 2023 年拟实施项目。二是优

选项目成熟度高的少数民族聚居村。根据申报项目的成熟度，筛

选确定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正果畲族村、深圳市深汕合作区红罗

畲族村、韶关市曲江区樟市镇芦溪瑶族村和南雄市黄坑镇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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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和平县东水镇增坑畲族村、惠州市惠东县九龙峰旅游区管

理委会角峰畲族村、阳江市阳春市永宁镇横垌瑶族村、潮州市潮

安区文祠镇石古坪畲族村等 8 个村为资金支持的村。三是资金支

持的村是“十四五”时期本省重点支持发展的民族聚居村，少数

民族人口不少于 100 人，占本村总人口 30％以上（因相关文件尚

未出台，暂时按此原则确定）。

（三）采用因素法测算分配。一是 3 个自治县和 7 个民族乡

的测算因素主要包括：总人口占 5％、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占 5％、

2022 年资金支出率占 40％、2023 年项目储备资金总额占 20％、

2023 年民族特色项目额度占总额度比例 20％、2023 年项目平均金

额占 10％。二是民族聚居村的测算因素主要包括：总人口占 5％、

2023 年项目储备资金总额占 80％、2023 年民族特色项目额度占总

额度比例 10％、2023 年项目平均金额占 5％。鉴于民族村的人口

体量小，每年支持的民族村不一样，因此以项目作为民族村资金

分配测算的主要因素。

（四）体现奖优罚劣导向。根据《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关于 2021

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考核结果的通报》（财农

〔2022〕41 号），乳源瑶族自治县 2021 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绩效评价考核结果为“C”等级，在全国排名靠后，且存在超

出《办法》《实施细则》范围管理使用资金的问题。为体现奖优罚

劣的导向作用，2023年中央财政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不安排给乳源。

（五）计算公式：（1）自治县。该县应得资金=∑（该县总人

口数÷3 个自治县人口数总和×5%+该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3

个自治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总和×5%+该县 2022 年少数民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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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资金支出率÷3 个自治县 2022 年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总支出率×

40%＋该县 2023 年项目储备资金总额÷3 个自治县 2023 年项目储

备资金总和×20%＋该县 2023 年民族特色的项目额度占总额度比

例÷3 个自治县 2023 年民族特色的项目额度占总额度比例总和×

20%＋该县 2023 年项目平均金额÷3 个自治县 2023 年项目平均金

额总和×10%×584.8 万元）。（2）民族乡。该乡应得资金=∑（该

乡总人口数÷7 个民族乡人口数总和×5%+该乡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数÷7 个民族乡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总和×5%+该乡 2022 年少数

民族发展资金支出率÷7 个民族乡 2022 年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总支

出率×40%＋该乡 2023 年项目储备资金总额÷7 个民族乡 2023 年

项目储备资金总和×20%＋该乡 2023 年民族特色的项目额度占总

额度比例÷7 个民族乡 2023 年民族特色的项目额度占总额度比例

总和×20%＋该乡 2023 年项目平均金额÷7 个民族乡 2023 年项目

平均金额总和×10%×584.8 万元）。（3）民族聚居村。该村应得资

金=∑（该村总人口数÷8个民族聚居村人口数总和×5%+该村2023

年项目储备资金总额÷8 个民族聚居村 2023 年项目储备资金总和

×80%＋该村 2023 年民族特色的项目额度占总额度比例÷8 个民

族聚居村 2023 年民族特色的项目额度占总额度比例总和×10%＋

该村2023年项目平均金额÷8个民族聚居村2023年项目平均金额

总和×5%×1754.4 万元）（以上数据来源为省民族宗教委、省财政

厅双监控系统统计数据）

四、资金具体安排

（一）自治县 584.8 万元。

1.连南瑶族自治县 306.4 万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

效衔接乡村振兴，激发内生动力，支持连南瑶族自治县打造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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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民族村寨和乡村振兴工作，包括发展民族特色产业项目、民

族村寨基础设施建设等。安排连南瑶族自治县中央财政少数民族

发展资金 306.4 万元。

3.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278.4 万元。近年来，连山壮族瑶族

自治县积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为支持连山

壮族瑶族自治县继续开展民族村寨创建工作，进一步改善当地群

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民族特色旅游产业发展，安排连山壮族

瑶族自治县中央财政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278.4 万元。

（二）民族乡和少数民族聚居村分别为 584.8 万元和 1754.4 万元。

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民族乡和少数民族聚居村开展民族村寨

和乡村振兴建设，包括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乡村民族特

色产业，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解决群众特殊困难和问题，提高乡

村公共服务水平等。根据有关地方的项目资金需求，具体额度安

排如下：

1.民族乡：清远市连州市三水瑶族乡 71 万元，连州市瑶安瑶

族乡 81 万元，阳山县秤架瑶族乡 68 万元；韶关市始兴县深渡水

瑶族乡 92 万元；惠州市龙门县蓝田瑶族乡 96 万元；河源市 81 万

元东源县漳溪畲族乡 81 万元；肇庆市怀集县下帅壮族瑶族乡 95.8

万元。

2.少数民族聚居村：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正果畲族村 100 万

元；深圳市深汕合作区红罗畲族村 70 万元；韶关市曲江区樟市镇

芦溪瑶族村 444.4 万元，南雄市黄坑镇许村 140 万元；河源市和

平县东水镇增坑畲族村 100 万元；惠州市惠东县九龙峰旅游区管

委会长坑村委角峰畲族村小组 300 万元；阳江市阳春市永宁镇横

垌瑶族村 300 万元；潮州市潮安区文祠镇石古坪畲族村 3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