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髙新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清单
序
号 补贴项目 主管部门
1 参战参试退役人员 区社会管理局
2 企业退休“两参”退役人员 区社会管理局
3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区社会管理局

4 在乡老复员军人 区社会管理局

5 年满60周岁农村籍退役士兵 区社会管理局
6 烈士子女、错杀被平反人员 

子女 区社会管理局
7 入朝民工民兵 区社会管理局
8 复员军人遗属 区社会管理局

9 建国前党员抚恤 区社会管理局

10 烈士遗属抚恤 区社会管理局
11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抚恤 区社会管理局

12 伤残抚恤 区社会管理局
13 复员干部 区社会管理局
14 无军籍退休人员 区社会管理局
15 无军籍职工遗属 区社会管理局
16 其他优抚-社困人员 区社会管理局

补贴政策依据（文件、文号）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发放周期 咨询方式 备注
到人 9000元/年 月 84790454

到人 9000元/年 月 84790454

到人 9060元/年 月 84790454

到人
抗日战争时期29472元/年、 
解放战争时期28260元/年、 
建国后27540元/年

月 84790454

到人 按照服役年限计算，每服役 
一年，600元/年 月 84790454

到人 7560元/年 月 84790454

到人 16452元/年 月 84790454

到人 9480元/年 月 84790454

到人
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 
曰入党9720元/年、1945年9 
月3日至1949年9月30日入党 
8760元/年，已享受优抚补 
助的老党员600元/年

月 84790454

到人 34812元/年 月 84790454

到人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抚恤30024 
元/年、病故军人遗属抚恤 
28306元/人

月 84790454

到人 按照伤残等级和伤残原因共
26个标准 月 84790454

到人 24360元/年 月 84790454

到人 依据政策文件，按照退休前 
职备、工龄等计笪 月 84790454

到人 依据政策文件，按照退休前 职务、工龄等计算 月 84790454

到人 依据政策文件，按照退休前 职务、工龄等计算 月 84790454

1. 《军人抚恤条例》（中央军委令第602号）
2. 《伤残抚恤管理办法》（退役军人事务部令第1号）
3. 省财政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医保局《关于修改退役 
安置等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辽财社规【202( 
】2号）
4. 《辽宁省伤残抚恤管理实施细测》（辽退役军人发【2021 
】3号）
5. 大连高新区社会管理局大连高新区财政金融局《关于调翌 
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大高社售 发【2021】6号
6. 《转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2021年调整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大人社发【2021】208号）



17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区社会管理局 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 
工作的通知》（辽民函【2013】57号） 到户

标准由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照义务兵 服役当年当地城镇居民家庭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农村军 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 平均水平
年 88149360

18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经济补助 区社会管理局
1.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2.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退役士兵安置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 
(大政发【2012】49号)

到人

2011年11月1日以后入伍的退 
役义务兵，经济补助标准按 
入伍时当地上年在岗职工年 
平均工资额发给（若低于 
当地上年度退役义务兵经济 
补助标准，按照当地上年度 
标准执行）；自主就业的退 
役士官，在按以上标准发放 
的基础上，每多服役1年増加 
不低于1000元补肋。服役年 
限不满6个月的按半年计发， 
超过6个月不满1年的按1年计 
发。

年 88149360

19 强制扑杀补贴 区社会管理局

1. 《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动物疫病防控财政 
支持政策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农办财(2017) 35号）
2. 《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辽宁省农业相关转移支 
付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辽财农规(2020) 6号）
3. 《关于印发辽宁省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实施意见的 
通知）（辽收发(2017) 267号）

到人
禽15元/羽、猪800元/头、 
奶牛6000元/头、肉牛
3000元/头、羊500元/只、
马12000元/,其他畜禽补助测算标准参 照执行

提实结算
一次性发
放。

88149071

20 村级动物防疫人员补助 区社会管理局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2019】31号)
2、 《关于加强基层畜牧兽医组织体系建设的通知》（辽牧发 

【2014] 59号）
3、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大政发【2015】58号)

到人
我市村级动物防疫员补贴按 
照每人每年14400元标准执 
行，市县两级按照6: 4比例 
承担，另外市级承担村级动 
物，防疫员每人100元的保险

年 88149071

21 村级农业技术推广员补助 区社会管理局
《大连市村级农业技术推广员补贴管理办法）（大财农【2007 

】251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农业技术推广员（农产品 
质量安全协管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大农发【2018】85 
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大政发【2016】58号）

到人
每人每年7000元工作补贴 
(市县5: 5比例承担）以及 市级财政给予每人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补贴100元
年 88149071



22 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直补资 
金 区社会管理局

1. 《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 
(国发【2006】17号)
2.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 
的实施意见》（辽政发【2006】44号）
3. 《关于切实落实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直补政策的通知 
》（辽水合【2018】8号）

到人 600元/人•年 年 84790454

23 村级水管员补助 区社会管理局 《辽宁省水利厅辽宁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2年基层水利服务 
体系建设专项资全工程计划的通知）（辽水合【2012】14号） 到人 7200元/人.年 年 84790454

24 临时性救助 区社会管理局
1. 《关于印发辽宁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办法》（辽 
财社[2013] 16号)
2. 《大连市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细则》（大财社 
[2018] 1069号)
3. 《关于印发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 
[2012] 171 号）

到人 一事一议 一事
一议

0411-
84820290

25 城乡低保金 区社会管理局 到人 城市低保标准780元/月 月 0411-
84820290

26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区社会管理局

1.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6] 14号)
2.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 
的实施意见》（辽政发[2016]47号）
3. 《辽宁省民政厅辽宁省财政厅关于全面实施城乡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制度的通知》《辽民发[2017]45号）
4. 《关于印发辽宁省困难群众救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 
知)财社[2017] 373号)

到人 每人每月1560元 月 0411-
84820290

27 孤儿基本生活养育 区社会管理局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 

困人员基本生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和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 
活补助标准的通知》（大政办发[2021] 27号）

到人 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1605 
元 月 0411-

84820290

28 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补 
助 区社会管理局

1. 《关于调整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待遇标准意见的通知 
》（辽政办发[2008] 85号）
2. 《关干提高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补助标准并建立自然 
增长机制的通知》（辽民发[2018] 134号）
3.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和60年代精简退职职 
工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大政办发[2021]27号）

到人

第一档：每人每月624元：第 
二档每人
每月584元；第三档每人每月 
541 元：

第四档每人每月500元。
月 0411-

84820290

29 高龄失能困难老年人补贴 区社会管理局

1.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大政发[2014] 55号)

2. 《关于明确我市养老服务资金补贴政策操作实施细则的通 
知（大民发[2015] 223号)

到人

对城市60周岁以上“三无”
老年人、遗属孤老、低保家 
庭中的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 
务补贴，按照困难老年人身 
体自理，半失能和失能状 
况，资助标准分别为每人每 
月200元、400元、600元。

月
0411-

84821060

0411-
84791934

30 社区丄作有生沽补贴 区社会管理局 《士速市A珥枋胳九A宕龙平建古诚市讣反丁作夬mni/仆菝_
体系的通知》（大政办发[2019] 19号） 到人

包括_本补贴、职务补贴、 
SRik水平 月 0411-

84820750补贴、奖励补贴



31 残疾学生教育补助 区社会管理局 《大连市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办法》（大残联 
发[2012] 47号） 到人

学前至高中：贫困家庭残疾 
少年儿童5980元/生/年， 非贫困家庭残疾少年儿童
2080元/生/年，贫困残疾 
人家庭子女3900元/生/年 年

0411-
84820750

高等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就读残疾学生和贫困家 
庭残疾子女，4000元/生/ 
年或2500元/生/年。

0411-
84799610

32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 区社会管理局
辽宁省残疾人联合会辽宁省财政厅《关于印发<辽宁省残疾 
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实施方案 > 的通知》（辽残联[2010161 
号）

到人 260元/辆 年
0411-

84820750
0411-

84799610

33 村干部报酬 党群工作部
《财政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建立正常增长机制、进一步加 

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财农(2020) 41号） 到人
村书记（村书记兼村主任） 
按照4311. 58元/月的标准发 
放，村副书记及村两委委员

月 0411-
82569676

34 正常离任正职村干部生活补 助 党群工作部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辽宁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村级组织运转 

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辽组发(2016) 61号） 到人
正常离任正职村于部满9年 
的，年人每月补助150元； 9 
年以上的，每人每月补助200
7f.n

年 0411-
82569676

35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教育文体局

《大连市实施 < 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的办法》 
市政府第143号公布，市政府令159号修订 到人

10元/月/父母或者一次
2000元。

年或 月或 
一次 
f生

0411-
39052282

36 特别扶助制度 教育文体局 《关于调整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的通 
知》大卫发（2018) 194号 到人 伤残： 530/月/人，死亡 

710元/月/人
年 0411-

39052282
37

特别扶助制度 教育文体局
《关于将三级以上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纳入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的通知》大人口发 
(2012) 22号

到人
一级： 400元/月/人，二 
级： 300元/月/人，三 
级： 200元/月/人

年 0411-
39052282

38
奖励扶助制度 教育文体局

《关于调整大连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标准的通知》大财教(2012) 
242号

到人
80元/月/人 年 0411-

39052282

39 独生子女父母退补 教育文体局 《大连市实施 < 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的办法》 
市政府第143号公布，市政府令159号修订 到人 10元/月/人或者一次性

2000元
一次性

0411-
39052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