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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 

 

厅各处室、单位，各市县财政局： 

为适应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需要，确保财政管理依据合法、

统一，根据《江苏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省政府第 54

号令）有关要求，经对本厅制发的财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

截至本通知发布之日,我厅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共 223 件。现将

文件目录予以公布。 

 

附件：财政厅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江苏省财政厅 

2019年1月25日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文 件 

苏财法〔2019〕6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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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9年2月22日印发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制度（试行）》和《江苏

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会计核算办法（试行）》的通知
苏财规[2009]1号

2 江苏省省级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引导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苏财规[2009]3号

3 江苏省政府采购档案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09]10号

4 江苏省省级预算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09]11号

5 江苏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基本药物制度补助办法（试行） 苏财规[2009]12号

6 江苏省林业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0]2号

7 江苏省农业保险试点省级政府巨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0]5号

8 江苏省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苏财规[2010]9号

9 江苏省公益性群众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0]12号

10 省级财政支出预算执行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0]15号

11 江苏省省级储备粮财政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0]16号

12 江苏省省级储备食用油财政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0]17号

13 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实施细则（暂行） 苏财规[2010]23号

14 关于贯彻实施《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若干问题的通知 苏财规[2010]25号

15 江苏省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0]26号

16 江苏省水利科技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0]27号

17 江苏省海域使用金使用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0]33号

18 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前方指挥部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0]35号

19 江苏省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0]36号

20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0]37号

21 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实施办法 苏财规[2010]38号

22 江苏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1]1号

23 江苏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收益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1]2号

24 江苏省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1]3号

25 江苏省省直预算单位账户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1]5号

26 江苏省省级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1]8号

27 江苏省开展清洁发展委托贷款管理实施细则 苏财规[2011]9号

28 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资格评审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1]11号

29 江苏省整体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示范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1]13号

30 江苏省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绩效考核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1]14号

31 关于转发财政部《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的通知 苏财规[2011]16号

32 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使用及追偿管理细则（暂行） 苏财规[2011]18号

33 江苏省小（2）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1]22号

34 江苏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1]27号

35 江苏省省级项目库管理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1]30号

36 江苏省省级部门收入预算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1]31号

江苏省财政厅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20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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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江苏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1]35号

38 江苏省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政府资助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1]44号

39 江苏省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1]47号

40 江苏省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1]48号

41 江苏省省级政府采购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1]49号

42 江苏省省级老旧机动车淘汰专项引导资金奖补办法 苏财规[2011]51号

43 江苏省水利前期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1]52号

44 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罚款收缴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1]53号

45 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有偿资金回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1]55号

46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省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2]1号

47 江苏省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2]3号

48 江苏省中小河流治理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2]4号

49 江苏省清洁发展委托贷款项目申报评审办法 苏财规[2012]15号

50 江苏省省级地方教育附加支出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2]17号

51 江苏省省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2]18号

52 江苏省解决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2]29号

53 省级投资项目委托咨询与节能评估专项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2]31号

54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2]35号

55
江苏省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实施

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2]36号

56 江苏省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整治项目和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3]3号

57 江苏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3]5号

58 江苏省孤儿基本生活费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3]7号

59 江苏省省级页岩气勘查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3]17号

60 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财务管理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3]20号

61 江苏省清洁发展委托贷款项目管理费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3]23号

62 江苏省省级民族宗教事业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3]24号

63 江苏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县级报账制实施办法 苏财规[2013]26号

64 江苏省省级政府公物仓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3]27号

65 江苏省政府采购供应商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3]28号

66 江苏省省级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3]31号

67 江苏省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3]32号

68 江苏省广告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3]33号

69 江苏省预算绩效管理委托第三方评价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3]34号

70 江苏省地方消防业务经费省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3]36号

71 江苏省省级村邮站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3]37号

72 江苏省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4]1号

73 江苏省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4]2号

74 江苏省省级文化企业监事会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4]4号

75 江苏高等学校协同创新计划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4]7号

76 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4]10号



77 江苏省省级机关办公用房维修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4]11号

78 江苏省社会治理创新工程省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4]12号

79 江苏省农业灾害生产自救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4]14号

80 财政支农项目管理费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4]15号

81 江苏省广播电视覆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4]21号

82 江苏省省级事业单位出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4]23号

83 全省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4]24号

84 江苏省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4]27号

85 江苏省银行专项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苏财规[2014]28号

86 江苏省基层财政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4]29号

87 光伏发电项目省级电价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4]30号

88 江苏省市县落实教育经费保障主体责任综合奖补办法 苏财规[2014]31号

89 江苏省财政票据管理实施办法 苏财规[2014]32号

90 江苏省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4]33号

91 省直基本建设项目财政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4]34号

92 江苏省省级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4]37号

93 江苏省省级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4]38号

94 江苏省国家司法救助省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4]39号

95 江苏省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项目和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4]40号

96 江苏省太湖治理科研课题经费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1号

97 江苏省省级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分配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2号

98 江苏省交通运输科技与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4号

99 江苏省省级航道船闸养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5号

100 江苏省省级航道船闸设施改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6号

101 江苏省省级交通运输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7号

102 江苏省省级城乡客运一体化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8号

103 江苏省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10号

104 江苏省省级节能减排（建筑节能和建筑产业现代化）专项引导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11号

105 江苏省省级干线航道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12号

106 江苏省省级市县港口建设维护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13号

107 江苏省省级甩挂运输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14号

108 江苏省省级航空机场发展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15号

109 江苏省省级中小企业服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16号

110 江苏省省级客货运场站及路网连接公路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17号

111 江苏省省级农业执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23号

112 江苏省省级农林渔病害防治及处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28号

113 江苏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29号

114 江苏省省级现代服务业（其他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30号

115 江苏省省级现代农业产业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33号

116 江苏省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34号

117 江苏省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38号



118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5]39号

119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5]40号

120 江苏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41号

121 江苏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办法 苏财规[2015]42号

122 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5]43号

123 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跟踪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5]46号

124 江苏省农村电影放映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1号

125 江苏省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2号

126 江苏省会计领军人才课题研究补助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6］3号

127 江苏省省级现代服务业（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6］4号

128 江苏省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苏财规［2016］5号

129 江苏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6号

130 江苏省省级现代服务业（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7号

131 省级扶持妇女儿童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9号

132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应用信用信息暂行规定 苏财规［2016］10号

133 江苏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综合奖补资金实施细则 苏财规［2016］11号

134 江苏省省级土地整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12号

135 江苏省省级地质勘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13号

136 江苏省省级农家书屋建设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14号

137 江苏省省级环境保护引导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15号

138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标准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16号

139 江苏省第五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17号

140 江苏省省级海洋与渔业综合管理及资源环保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18号

141 省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引导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19号

142 江苏省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20号

143 江苏省省级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21号

144 江苏省省级城市维护费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22号

145 江苏省省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资金（村庄环境改善提升）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23号

146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6］24号

147 江苏省省级基建事业费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26号

148 省级会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暂行） 苏财规[2016]27号

149 江苏省省对市县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28号

150 江苏省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29号

151 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30号

152 省级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31号

153 江苏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33号

154 江苏省省级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6]34号

155 江苏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36号

156 江苏省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省级引导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37号

157 江苏省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6]38号

158 江苏省渔业类船舶报废拆解和船型标准化管理办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6]39号



159 　江苏省健身俱乐部专项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7］1号

160 　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综合奖补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7］2号

161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3号

162 　江苏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7］4号

163 江苏省省级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5号

164 　江苏省省级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6号

165 　江苏省省级适老住区建设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7］7号

166 　江苏省省级农业生产奖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8号

167 　绿色江苏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9号

168 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中失信行为分类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7］10号

169 江苏省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11号

170 　江苏省省级农业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12号

171 江苏省省属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13号

172 江苏省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14号

173 江苏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建设专项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15号

174 江苏省省级残疾人教育就业和托养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16号

175 江苏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配置标准 苏财规［2017］17号

176 江苏省天使投资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7］18号

177 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7］19号

178 江苏省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省级财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7］21号

179 江苏省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22号

180 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 苏财规［2017］23号

181 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 苏财规［2017］24号

182 江苏省政策引导类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 苏财规［2017］25号

183 江苏省基础研究（省自然科学基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 苏财规［2017］26号

184 江苏省创新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 苏财规[2017]27号

185 江苏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7]28号

186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 苏财规[2017]29号

187 江苏省科学普及与学会能力提升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苏财规[2017]30号

188 江苏省省级财政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7]31号

189 江苏省省级财政农业保险保险费奖补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7]32号

190 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7]33号

191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 苏财规[2017]34号

192 江苏省省级金融项目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35号

193 江苏省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7]36号

194 江苏省省级旅游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37号

195 江苏省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收取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7]38号

196 江苏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39号

197 江苏省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40号

198 江苏省财政厅财政监督结果跟踪落实办法 苏财规[2017]41号

199 江苏省省级农桥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42号



200 江苏省PPP融资支持基金实施办法 苏财规[2017]43号

201 江苏省省级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7]44号

202 江苏省省级文化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实施办法 苏财规［2018］1号

203 省级猪肉储备费用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8］2号

204 江苏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专家库管理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8］3号

205 江苏省水库移民扶持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8］4号

206 江苏省新农村现代流通及供销合作发展引导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8］5号

207 江苏省省级特色小镇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8］6号

208 江苏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8］7号

209 江苏省省级保障性安居工程（宜居住区）建设引导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8］8号

210 江苏省财政厅财政监督工作内部控制操作规程 苏财规［2018］9号

211 江苏省法律援助省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8］10号

212 江苏省学前教育综合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8］11号

213 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8］12号

214 江苏省海域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8］13号

215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8］14号

216 民办医疗机构省级资金奖补办法 苏财规［2018］15号

217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8］16号

218 江苏省金融创新奖评选办法 苏财规［2018］17号

219 江苏省政府采购信用管理暂行办法 苏财规［2018］18号

220 关于建立全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全生命周期法律顾问制度的意见 苏财规［2018］19号

221 省级改善苏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件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苏财规［2018］20号

222 江苏艺术基金使用和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8］21号

223 江苏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 苏财规［2018］2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