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岢政办发〔2021〕 83 号

岢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岢岚县2016 年--2020 年扶贫

资产清查实施方案》 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岢岚县 2016 年--2020 年扶贫资产清查实施方案》 已

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岢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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岢岚县2016 年--2020 年扶贫资产清查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扶贫资产管理，确保扶贫资产保值增

值，发挥长期效益，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根据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产管理的意

见》 (晋政办发〔2019〕 80 号)和忻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忻州市扶贫资产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 （ 忻政办发

〔2020〕 4 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决定对 2016 年-2020

年以来各类扶贫资金形成的资产进行清查、确权、登记，为使

此项工作顺利开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

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新形势、新要求、

新任务，全面梳理 2016 年-2020 年扶贫资金形成的资产，进

一步发挥扶贫资产效益，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为乡村

振兴全面开局做足准备。

二、工作目标

摸清 2016 年-2020 年扶贫资产底数，对扶贫资产所有权

一次确权到位，并纳入国有资产及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系，明

确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监督权、处置权等，提高资产收

益，实现保值增值。彻底解决扶贫资产底数不清晰、管理制度

不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扶贫资产运行不高效、资产损



- 3 -

失等问题。建立健全产权明晰、权责明确、运营高效、管理规

范、操作精准的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确保资产不流失、权益

不悬空、监管不断线。

三、工作内容

本次清查、确权的扶贫资产是指 2016 年-2020 年使用各

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统筹整合财政资金、易地扶贫搬迁资金、

用于脱贫攻坚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行业帮扶资金、金融扶贫

资金、社会帮扶资金等投入扶贫领域形成的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产业发展(资产收益)及易地扶贫搬迁类资产等。

资产类型主要有： 一是基础设施类，包括道路交通、农田

水利、供水引水、电力及网络设施等； 二是公共服务类，包括

教育、文化、体育、卫生及综合服务等； 三是产业发展类，包

括农林牧业基地、生产加工设施、旅游服务设施、电商服务设

施、光伏电站、村集体入股的市场经营主体及其他经营性资产

等； 四是易地扶贫搬迁类，包括新建公租房、配套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等。

四、范围和对象

岢岚县 2016-2020 年投入的扶贫资金，实施的项目。

全县使用扶贫资金（统筹整合资金）实施项目的相

关县直部门、10 个乡镇。

五、工作方式

成立领导组统一组织本次资产清查工作。聘请第三方中介

机构，对 2016-2020 年全县实施的扶贫项目进行核查，梳理形

成资产项目，协助县直部门、乡镇、村完成扶贫资产清查、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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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确权工作，形成扶贫资产确权登记台账，出具资产清查报

告。

六、组织领导

组 长： 王福平

副组长： 梁 军

成 员： 赵 玺

李新旺

索晋甲

崔月平

田前珍

游润平

李计平

赵兴平

周在田

朱向东

秦 帅

王 政

刘新民

杨建刚

陈引全

孙爱珍

薛俊峰

燕晓平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政府副县长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教科局局长

岢岚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 县财政局局长

县乡村振兴局局长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县审计局局长

县住建局局长

县水利局局长

县林业局局长

县交通局局长

县发改局局长

县工信局局长

县民政局局长

县文旅局局长

县人社局局长

县医保局局长

县卫健局局长

市生态环境局岢岚分局局长

县农经中心主任



- 5 -

张天明

孙 昕

王治国

李晓春

武晓红

白秀生

王晓明

田曾光

葛爱萍

李瑞峰

张志强

丁仲生

丁雪峰

柯建军

县畜牧兽医中心主任

县农机服务中心主任

岚漪镇镇长

三井镇镇长

宋家沟镇镇长

高家会乡乡长

李家沟乡乡长

西豹峪乡乡长

水峪贯乡乡长

大涧乡乡长

阳坪乡乡长

温泉乡乡长

岢岚经济技术开发区财务部部长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索晋甲同志兼

任，负责组织协调专项监督检查的日常工作。

1.负责统筹安排扶贫资产清查工作，按时间要求高效、高

质量完成。

2.在工作过程中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并督促各部

门、各乡镇及时完善。

3.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协调、配合第三方机构按时完成资

产清查、登记、确权工作。

七、工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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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资产清查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三方中介机构派出检查组协助县

直主管部门、各乡镇对 2016 年-2020 年期间使用各级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统筹整合财政资金、易地扶贫搬迁资金、用于脱

贫攻坚地方政府债券资金、行业帮扶资金、金融扶贫资金、社

会帮扶资金等投入扶贫领域实施的项目集中梳理。各县直部

门、乡镇筛选确定形成扶贫资产的项目，针对形成资产的项目，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竣工验收及决算审计等资料（详见《扶贫

项目清查所需资料清单》 ）填写《扶贫资产清查登记表(套表)》

中的移交信息、账存(应存)信息等。

第三方中介机构协助各单位、各乡

镇对形成的扶贫资产进行实地盘点，根据实际资产盘点情况填

写《扶贫资产清查登记表(套表)》 的清查信息，并留存资产照

片。对扶贫资产的盘盈或盘亏、报废或毁损等，逐一说明。

县直部门、乡镇、村按年度、

分项目填写《岢岚县扶贫资产清查明细(套)表》 ，套表纸质版

一式叁份，经由单位盖章及单位负责人签字后，一份提供给中

介机构出具报告使用，一份上报县扶贫办备案，一份单位留存。

中介机构对各单位、各乡镇的清查结果进行鉴证，出具全县统

一的资产清查报告。

各单位、各乡镇在资产清查的基础上，按照相关规定完善

相关手续，移交使用单位，确保所有扶贫资产一次性确权到位。

八、工作要求

(一) 加强组织领导。扶贫资产管理工作已纳入全国防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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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监测信息系统-业务管理子系统，各部门、各乡镇要高度重

视，要组建专班，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要

加强与乡镇的业务联系，各乡镇人民政府是本辖区扶贫资产确

权清查的责任主体。

（ 二）强化协调指导。扶贫部门负责协调指导扶贫资产管

理工作，会同农业农村、财政等部门梳理、界定各类扶贫资产；

财政部门负责梳理“十三五”以来扶贫资金安排情况，指导健

全资产收益扶贫工作机制，负责扶贫资金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

等工作；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开展扶贫资产清产核资、登记

确权等工作； 审计部门负责扶贫资产审计监督工作； 发改、交

通、水利等部门负责本系统本领域扶贫项目的指导、实施、验

收、监督、管理等工作，负责指导县级对 口部门开展扶贫资产

核算、登记、运营、管护等相关工作。

（ 三） 积极配合清查。各乡镇、部门要严格工作要求，安

排专人，整理所有项目的信息、资料、账目等，为第三方提供

真实、合法、完整的清查资料，按时完成资产确权清查工作。

(四) 严肃工作纪律。资产清查工作组要严肃工作纪律，

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收受礼金、礼品，不准饮酒和接受宴请，

不准“吃拿卡要”。 各乡镇、单位要把扶贫资产确权清查工作

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要明确工作目标，把握时间节点，

健全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全力推进扶贫资产确权清查工

作，确保资产清查结果的真实准确性，同时做好所有数据的保

密工作。

九、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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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鉴于部分扶贫项目形成的资产未实际入账，本次清查

以项目实施方案、验收或审计资料中载明的资产数量、金额作

为应存的账存数，针对清查出的账实不符情况，各单位、各乡

镇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妥善处理。

(二)对因接受捐赠或无偿划归等原因，导致部分资产无法

确定金额，可比照同类资产现行购建价格确定； 需要确认单项

资产金额的，应听取工程建设方的金额划分意见。

对外投资入股形成的长期投资，暂按初始投资价值确定。

(三)根据扶贫项目实施方案，结合扶贫资产的形成过程和

资金构成，从实际出发，明确产权归属，注意识别“村集体资

产、国有资产”。 确权到县直部门、乡镇资产管理的国有扶贫

资产，要坚持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原则，实行国家统一所

有、政府分级监管； 确权到村的扶贫项目资产，产权归属村集

体，纳入农村“三资”管理； 教育、卫生等领域扶贫资产，按

照教育卫生体制改革要求确定产权归属； 对于产权不明晰的，

由领导组按照相关规定和项目实际情况，确定产权归属。跨乡

跨村组织实施的项目形成的资产，原则上将权属量化到村集

体，也可确权到县、到乡政府，纳入国有资产管理。

抄送： 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

院，县检察院。

岢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2 日印发

共印 35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