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省扶贫开发

省 民
文件

粤 扶 办 E⒛ 17〕 128号

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

印发 《广东扶贫济困日捐赠资金支持省定

贫困村创建新农村示范村对接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扶贫办 (局
)、 协作办、对 口办、经协办、民

政局,省 财政厅、省审计厅,省 红十字会、省慈善总会、省

挟贫基金会、省扶贫开发协会 :

《广东扶贫济困日捐赠资金支持省定贫困村创建新农

村示范村对接工作方案》已经省领导同志同意,现 印发给你

公室

厅

办

政

广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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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省扶贫办黄碧云,020-37876377;省 民政

厅 凌 志 勇 ,020-8β 39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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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扶贫济困日捐赠资金支持省定

贫困村创建新农村示范村对接

工作方案

为做好 6月 30日 广东扶贫济困日捐赠资金支持推进省

定贫困村示范村建设对接工作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 2277

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建设的总体部署 ,

提出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与目标任务

捐赠企业(个人 )与 受赠的省定贫困村要紧紧围绕省委、

省政府提出的
“
把 2277个 省定贫困村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示范村
”
的目标,按 照省定贫困村新农村示范村的建设要求 ,

以捐赠企业 (个人 )与 省定贫困村 自愿对接、协商共建为原

则,以 省定贫困村的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危房改造、

自然村道路硬底化、村内巷道硬化、集中供水设施、垃圾及

污水处理设施、养老设施等公益性项目建设为重点,衔接我

省新时期精准挟贫精准脱贫时间节点,做好对接协调,规 范

资金管理,齐心协力推进项目建设 ,至 2020年 ,把受赠省

定贫困村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

鼓励和支持捐赠企业 (个人 )参与省定贫困村新农村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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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村建设,捐 赠企业 (个人 )可单独或共同认捐一条或若干

条省定贫困村 (即 一企一村、多企一村、一企多村、村企合

一 )。 对认捐建设的省定贫困村,可 由捐赠企业 (个人 )实

施 ,也 可委托当地组织实施:对捐赠企业 (个人 )建设的新

农村示范村或村内项目,可 以冠名或立碑铭记。

二、建立对接机制

各市县镇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发挥好政府统筹组织协调

作用 ,制 定实施方案,明 确目标任务和建设进度。成立市县

主要负责人任组长,乡 (镇 )村主要负责人为组员的工作协

调小组,搭建好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平台,抓好人员对接、

项 目对接、信息对接和共建责任对接等,为 捐赠企业 (个人 )

参与新农村建设做足准各。

(一 )做好人员服务对接。建立有效运转的新农村示范

村建设联席会议制度,明 确责任人,统筹做好有关协议的签

订、年度工作任务和总体 目标任务;受赠贫困村所在市县镇

村要安排专人负责跟踪,加 强与捐赠企业 (个人 )的 联系 ,

协助捐赠企业 (个人 )办理新农村示范村建设项目的立项、

审批等工作。

(二 )做好规划项目对接。按照省定贫困村新农村示范

村的建设要求,结合贫困村实际情况,根据捐赠企业 (个人 )

意愿和贫困村建设需求,由 捐赠企业 (个人 )与 村民自治组

织或村民代表、乡贤会共同协商制定新农村示范村建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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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共 同研究确定创建方式、建设项 目、资金安排,完成时

间和后续管理等事项,扎实推进项目建设。

(三 )做好信息服务和政策措施对接。市县政府要认真

落实捐赠企业 (个人 )支持省定贫困村建设新农村示范村的

各项鼓励政策,为 捐赠企业 (个人 )提供贫困村资讯、政策

答疑等方面服务,制 定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开设绿色通道 ,

对新农村示范村建设项目优先安排、优先审批,为 捐赠企业

(个人 )参与新农村示范村建设提供全方位政策保障。

(四 )做好共建责任对接。各地要按照统工部署,统筹

推进创建工作,落实共建责任。明确县 (市 、区 )、 镇、村

和驻村工作队责任,制 定具体工作方案 ,加 强与捐赠企业(个

人 )联络协调,加 强对项目实施、资金使用、阶段目标进度

等工作的指导、检查和监督,做好规划建设用地、村民纠纷、

基础设施改造和拆迁补偿等协调工作,为 捐赠企业 (个人 )

驻村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发动村民积极投身于新农

村示范村建设。捐赠企业 (个人 )要按照捐赠资金管理有关

规定,自 觉接受有关部门的指导,根据省定贫困村创建新农

村示范村标准和要求,全面完成认捐和创建工作。

三、严格资金使用管理

按照国家 《慈善法》、《捐赠法》、《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捐赠管理办法》(粤府办 匚⒛ 15〕 39号 )、 《广东省扶贫济困

日活动捐赠财产使用管理意见》(粤 民发 E⒛ 17〕 48号 )等 ,

— 5—



加强捐赠资金管理,做到专项专用 ,阳 光操作,严 格审计 ,

确保捐赠资金安全有效。

(一 )统一管理。今年 6月 30日 广东扶贫济困日捐赠

企业 (个人 )向 省级认捐的用于 2277个 省定贫困村建设新

农村示范村的善款全部集中冱

^筻
群善掌拿∵账号

'亨
哪

用于

驷 三燕挝~焦设。省级接收广东扶贫济困日资金单位做好

与省慈善总会捐赠资金的交接工作,签署有关资金转移管理

的相关协议,明 确最先接收捐款的社会组织 (以 下统称
“
受

赠人
”)履行捐赠资金的管理使用责任和义务,确 保尊重捐

赠者意愿,使所有捐赠资金合法依规使用。

(二 )对接方式。由受赠人与捐赠企业 (个人 )对接 ,

\~'′ \                
ˉ

     `          =       ~' 
′

落实好帮挟的贫困村、捐款使用人、捐款数量以及具体要实

施的项目。

(三 )拨付方式。由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作为拨付广东

扶贫济困日捐赠资金的统筹方,负 责协调相关拨款事宜,具

体工作由省扶贫办负责。省慈善总会负责对接拨付经省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审核通过的建设新农村项目资金。受赠人负责

将收到的捐赠资金及时汇缴到省慈善总会账号。

1.捐 赠方指定选择省定贫困村的,由 捐赠企业 (个人 )

直接与省定贫困村对接,并 向省慈善总会申请将捐赠资金拨

付到贫困村或各施工建设单位等,接受社会及审计监督。具

体流程如下:一是受赠人、省慈善总会与捐赠企业 (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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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三方协议 ,明 确实施项目清单包括项目资金、建设1管

理和使用范围等,明 确各方责权利。二是受赠人根据三方协

议内容,把与捐赠企业 (个人 )对接实施的项目材料报省挟

贫办、省挟贫济困日活动办公室各案。三是受赠人向省慈善

总会提出请款 ,省 慈善总会根据捐赠方意愿和捐赠协议约定 ,

按规定程序把汇缴款项拨付到捐赠方指定的账户。

2.捐 赠方未指定贫因村的,由 省挟贫办研究提出方案报

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准后,统 一分配安排贫困村,省 慈善

总会根据省挟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复划拨资金到贫困村账户。

(四 )统筹兼顾。多家企业或个人约定共同捐赠的,每

条省定贫困村按大约 2000万 元规模投入,溢 出部分由省挟

贫办根据省定贫困村情况指导受赠方与捐赠企业 (个人 )协

商,按捐赠企业 (个人 )意愿安排到其他省定贫困村。兼顾

新时期精准扶贫定点帮扶关系,被帮扶县的县属企业就近就

地配置,被帮扶市属企业全市范围统筹配置,对 口帮挟市的

企业按照定点帮挟关系由对口帮扶市统筹安置,中 央、省属

企业由省统筹安排对接,对 已开展定点帮挟的,原 则上按原

结对帮挟关系进行定向捐赠。

(五 )规范统计。广东扶贫济困日捐赠资金支持省定贫

困村创建新农村示范村的对接、资金拨付、使用等情况,各

接收 (对接 )单位于每月月底统计工次报送省扶贫办和广东

挟贫济困日活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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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用 款监管。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量大,涉及层级、

人员、项目多,要加强资金管理,制 定完善捐赠资金监管办

法,落实各级监管责任,确 保资金按规定用到项目上。捐赠

资金杜绝截留挪用 ,弄虚作假 ,防止铺张浪费,严 防腐败。

1.明 确监管责任。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 ,做好捐

赠资金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牵头组织和协调工作。省民政厅、

省挟贫办负责制定完善捐赠资金管理制度 ,组 织实施监督检

查和绩效评价等工作。贫困村所在的市、县、镇各级政府落

实捐赠资金使用管理和项目实施情况公告公示制度 ,对捐赠

资金实施全流程监管,加 强项目建设的事前审核、项目实施

的事中绩效督查、项目效果的事后评价等工作,确保资金用

到实处,见到实效。特别是县级政府要履行好主体责任,做

好规划制定、资金统筹使用、政策落实、项目推进、进度安

排等工作。审计部门对捐赠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

督。纪检监察部门对胆敢向捐赠资金
“
动奶酪

”
的严肃查办。

2.严 格考核问责。将捐赠资金使用成效,纳入我省新时

期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和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的范畴,强 化

督查巡查。捐赠资金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确 保捐赠资

金使用阳光、规范、有效。违反捐赠资金管理使用有关规定

的,依法依规从严惩处、从严追究。

四、动员群众参与

建设新农村示范村的主体力量是广大农民群众 ,要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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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农民群众参与其中,用 双手创造美好生活,新农村示范

村建设成果共建共享。

(一 )做好宣传发动。尊重农民意愿 ,充分发动群众以

主人翁的姿态全力支持配合,投工投劳,广 泛动员全社会力

量关心、支持和参与新农村示范村建设,发动社会乡贤为新

农村示范村建设作出贡献。

(二 )发挥村
“两委

”
作用。选好用好新农村示范村建

设带头人,发挥党组织在新农村示范村建设中的核心领导地

位 ,制定村规民约,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公益事业建设和村

务协商管理。

(三 )多 种方式带动。遵循捐赠企业 (个人 )发展规律、

市场运行规律和新农村建设规律,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合作共赢,努力形成村企合作、共建新农村示范村的生动格

局,通过项目带动、工程联动、以奖代补牵动等多种方式 ,

积极吸引群众参与新农村示范村建设。

(四 )树立先进典型。认真总结各地和捐赠企业 (个人 )

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大力宣传先进典型,努力营

造 良好舆论氛围,激励更多的社会力量投身贫困村新农村示

范村建设事业。

附件 :1。 三方协议

2.申 请拨款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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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三方协议

甲 方 (捐 赠方 )∶    虍

法定代表人 :

地址:         ∶

联系电话 :

乙 方 (受赠方 )∶

法定代表人 :

地址 :

联系电话 :

丙 方 (资金代管方 )∶ 广东省慈善总会

法定代表人 :

地址:         Ⅱ

联系电话 :

甲方现向乙方捐赠慈善款项,用 于开展 227⒎个省定贫

困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项目 (以 下简称
“
项目

”
)。

经协商,甲 、乙、丙三方就项目相关内容在广州市越秀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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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下协议 :

一、捐赠款项

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 (大写 )1】 币 1】 元整,(小 写 )￥ 。

二、捐赠款项用途

各方确认,本捐赠款项属于以下第 1】 种要求 :

1.甲 方指定本捐赠款项用于 【】;

2.甲 方无指定捐赠款项用途 ,本捐赠款项属于非定向

捐赠财产,由 乙方按照 【】安排使用。

三、捐赠款项的支付时间

甲方需在 【】年 【】月 1】 日前向乙方完成上述捐赠。

若乙方分次支付捐赠款项的,上述 日期为捐赠款项总额的最

终截止时间。

四、捐赠款项的支付方式

各方同意,甲 方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将上述捐赠款项转到

乙方的下述账户 :

户  名 :

开户银行 :

账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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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金代管的转付要求                ·

乙方在收到甲方的上述款项后 ,应 当及时将相应捐赠款    ←

项转入丙方的下述资金代管账户 :

户 名 :

开户银行 :

账 号:                        ˉ

六、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 方应保证其在本协议下捐赠的财产是其合法且具

有完整处分权的财产。

2.因 甲方捐赠款项的权利存在瑕疵导致第三方向乙方    ˉ

或丙方追究责任的,甲 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乙方、丙方    :
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

3.甲 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供本慈善项目捐赠款项的使用

及管理情况,对款项的使用提出建议。

4。 甲方有权对本慈善项目的开展过程进行监督。

5.本 次捐赠款项为慈善捐赠,本协议成立后,捐赠不得

撤销。甲方应依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捐赠款项,不

得违背承诺。

6.甲 方不得无故阻扰本项目的实施。若甲方对款项使用

有异议 ,应 向乙方书面提出意见或建议,并 同时抄送相关意

见给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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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 方应当按照 《慈善法》等法律法规、本协议及甲方

的要求使用捐赠款项,不得将捐赠款项挪作他用或擅 自改变

捐赠财产用途。若需改变捐赠款项具体用途的,乙方应取得

甲方的书面同意。

2.乙 方应当根据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

室关于印发广东挟贫济困日活动捐赠财产使用管理意见的

通知》(粤 民发 匚⒛ 17〕 48号 )、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 〈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管理办法〉的通知》(粤

府办 E⒛ 15〕 39号 )、 项目的慈善宗旨及本协议的约定开展

项目,完成项目申报与各案等程序。

3.乙 方应建立项 目管理制度 ,对项 目实施情况进行跟

踪、监督、报告,对捐赠款项的使用承担全部责任。

4.乙 方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向 受益人告知其

资助标准、工作流程和工作规范等信息。

5.乙 方应当在收到甲方的捐赠款项后 ,应及时进行登记

造册,向 甲方开具捐赠专用收据,并做好拨付方案,按需求

转入丙方的资金代管账户。

6.乙 方应及时向丙方提供项目实施方案,指 示丙方将捐

赠款项拨付至乙方指定的使用单位。

7.乙 方应自觉接受甲方的监督,及 时、如实披露捐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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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使用情况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             冖

8.乙 方应督促使用单位在收到丙方的代管资金后 10个    冖

工作日内,向 丙方上缴合法有效票据。

八、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丙 方负责提供本协议中的银行账号作为捐赠款项的

资金代管账号,对账号实收乙方转来的捐赠款项承担资金保

管义务。

2.丙 方在收到拨付指示后,应 直接将代管账户中的捐赠

款项拨付至指定单位的收款账户。因指令错误、相关单位提

出异议或受益方账户存在异常等非丙方原因导致款项没有

拨付到位等情况的,丙方不承担相应责任。

3.应 甲方、乙方的要求,丙方应当报告资金代管账户中

捐赠款项的保管状况。

4.丙方提供的账户仅用作捐赠款项的资金代管,不 对款

项的捐赠、使用、管理享有任何处分权利 ,不 对款项的捐赠、

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九、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成立、有效性、解释、履行、签署、修订和

终止以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如 果任何争议或权利要求起因于本协议或与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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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解释、违约、终止或效力有关,都 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

、   解决。双方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 各方同意向协议签订

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进行过程中,除双方有争议的部分外,本协议其

他部分仍然有效,各方应继续履行。

十
`通

知与送达

一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向对方发 出或者提供的所有

通知、文件、文书、资料等;均 以本合同所列明的地址送达。

一方如果迁址、变更电话,应 当书面通知对方,未履行书面

通知义务的,一方按原地址邮寄相关材料或通知相关信息即

视为已履行送达义务。

十一、其它

1.本协议未尽事宜,应 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如需对本

协议作任何修改或补充,各方应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2.本协议 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各方应同时加盖

骑缝章。

3。 本协议一式叁份 ,甲 、乙、丙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本行以下无正文 )

ˉ̄   15  -ˉ



[本 页为 《三方协议》的签署页:无正文 l

甲方 (盖章 ):

代表人签字 :

日期:  年  月  日 嗓

乙方 (盖章 )∶

代表人签字 :

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 (盖章 )∶

代表人签字 :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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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请拔款清单

1.扶贫办请调拨资金函

2“ 三方协议

3.使用单位请款函

资金使用方案

工程清单

4.捐赠方 (甲 方)与受赠方 (乙方)协议书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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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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