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关于 2016 年海南、湖北、云南 3 省
农民负担检查情况的通报
农经发〔2017〕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局、委）：
按照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联席会议部署，2016 年 11 月至 12 月，联席会议
6 部门组成 3 个检查组，对海南、湖北、云南 3 省农民负担情况进行了检查。这
次检查以贫困地区农民负担为重点，抽查的 12 个县（市）中有 9 个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检查组深入到 24 个乡镇、60 多个村，走访了涉农收费单位、村
级组织、普通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座谈交流、查看账目、查阅资料
等方式，基本了解了 3 省农民负担情况。总体来看，3 省各级党委政府对减负工
作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减负工作，农民负担形势保持稳定。同时，也
发现一些地方农民负担监管工作有所放松，部分地区存在村级负担较重、向农
民乱收费乱摊派、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压力仍然存
在。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3 省党委政府重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党在农村的基本
政策来落实，把农民负担监管作为一项重要日常工作来抓，农民负担水平总体
稳中有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展扶贫开发工作创造了好的环境。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减负工作机制。在农民负担较轻，强农惠农富
农政策不断强化的情况下，3 省继续坚持地方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
的工作制度，加强减负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整体统筹。海南省政府 2012 年发文明
确规定在省、市县两级政府分别成立农民减负工作联席会议，白沙县乡两级也
成立了农民负担监管工作领导小组。湖北省 2015 年 6 位省领导对减负工作作出
批示，每年各市（州）、县和乡镇层层签订农民负担监管工作目标管理责任状，
秭归县出台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一票否决考核办法。云南省政府减轻农民负担
监督管理办公室由省农业厅牵头，每年会同相关部门下发文件，提出明确工作

要求。
（二）深入治理检查，解决农民反映的突出问题。各地结合实际情况，以
问题为导向，通过开展农民负担专项治理、专项检查，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负
担问题。湖北省 2015 年农民负担专项治理查处各类违规资金 2.18 亿元，2016
年重点面向贫困地区查处各类问题 1054 件；长阳县 2016 年对涉农乱收费和农
村集体三资开展专项治理，查处问题 197 件，涉及金额 724 万元。海南省农业
厅 2014 年以来联合检察院、发改委多次开展涉农项目职务犯罪专项预防检查工
作，重点查处了涉农资金项目不规范、乱收费乱罚款等侵害农民权益的问题。
琼海市 2014 和 2015 年清退农村中小学教育乱收费 12.09 万元。云南省每年通
过专项调研、综合检查等手段，对全省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进行检查督促。
（三）推进常态管理，健全农民负担监管长效机制。各地通过健全监管制
度，加强日常性监督管理，从源头上防止加重农民负担。湖北省将惠农补贴政
策纳入农民负担监督卡，每年省减负办联合省综改办印发《农民负担及补贴政
策监督卡》1100 多万份，统一发放到每个农户，成为政策的宣传卡、明白卡、
监督卡。云南省在开展 4 个国家级农民负担监测县工作的同时，增加了 16 个县
作为省级监测县，农民负担监测覆盖了全省所有市、州；南华县派出工作组到
问题较多的乡镇进行督查，并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设立举报箱。海南省对政
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调整和规范，
农业用电、用水等价格标准从严从低制定；保亭县 2016 年取消了拖拉机驾驶员
培训费等 7 个涉及农机的收费项目。
（四）加大财政投入，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海南省在农村义务教育、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危房改造、农机补贴、农民培训等方面不断加大财政投入
力度，加强涉农资金监管，全力落实强农惠农补贴资金；昌江县从 2014 年起将
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和学校校方责任保险的保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2016 年安排
了 215.82 万元。湖北省利用“互联网+”信息化手段，2016 年对 8 项惠农政策、
280 亿元补贴补助资金落实情况进行大数据比对，在 114 个县（市、区）查实问
题线索 43.2 万条，涉及违规资金 6.02 亿元，查处违规领取补贴人数 31.7 万人，
追缴违规资金 1.22 亿元。云南省是全国首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省份，8 年

来各级财政共投入奖补资金 240 亿元，实施项目 11.6 万个，覆盖全省 84％的自
然村。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这次抽查的 12 个县共发现 5 类 134 个问题，总体看，西部地区、贫困地
区农民负担问题相对较多，主要表现为村级组织负担问题比较突出，涉农乱收
费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强农惠农富农及扶贫开发政策落实不到位。
（一）在推进农村发展建设中，违反自愿原则向村级组织和农民摊派捐资。
在开展美丽乡村等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中，有的地方急于求成，要求偏高，向村
级组织和农民转嫁负担。云南省洱源县 2014 年实施“点亮洱源”工程，总投资
914.52 万元，财政补助 726.30 万元；三营镇永乐村小官自然村按每人 60 元捐
资，村里支付 102.15 万元，欠款 11.94 万元；四下自然村按每人 116 元捐资,
村里支付 30 万元，欠款 4.05 万元。湖北省阳新县富池镇富池口社区按照卫生
部门的要求建设村卫生室，2015 年支出 6.85 万元，镇卫生院只拨付 5 万元。海
南省白沙县美丽乡村示范村中，农民建房必须按照图纸建设才能享受危房改造
补贴，该县打安镇子雅村群众反映，按照统一标准每栋房屋造价约 13 万元，每
户补助 6.1 万元或 4.1 万元，虽然可向银行贷款并享受贴息，但本村农民人均
年收入只有 2700 元左右，贷款近 10 万元很难承受。
（二）在农村社会管理和服务中，将应由财政保障的费用向村级组织转嫁。
云南省南华县龙川镇火星社区 2015 年支付新农村指导差旅费 3000 元。湖北省
阳新县 2014 年下发通知开展“村村响”工程建设，要求每个行政村（居、社区）
配套 3500 元；长阳县人武部 2014 年开展村级民兵连规范化建设活动，每个村
需承担 1000 多元活动经费。海南省昌江县十月田镇村干部 2015 年参加基层党
组织书记培训班，在村里报销差旅费 2286 元，培训通知明确规定此费用应由相
关部门解决。
（三）在农民集体资金使用上，非生产性开支管理不规范。村级组织招待
费、村干部补贴、办公费、报刊订阅以及捐助赞助等各项非生产性开支数量大，
普遍存在财务管理和审计不严、报销支出不规范、没有向村民公开公示等问题，
损害了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利益。

一是招待费数量大。云南省南华县龙川镇大谷堆村 2015 年 9 月招待费支出
3.57 万元、12 月支出 2.95 万元，2016 年 4 月支出 2.7 万元、6 月支出 1.32 万
元；会泽县娜姑镇红泥村 2015 年支出招待费用 3.98 万元。海南省保亭县保城
镇毛介村 2014 年支出餐费约 12 万元，2015 年支出餐费约 13 万元；白沙县牙叉
镇芳香村村干部 2015 年报销餐费 1.35 万元。
二是村干部领取补贴名目多。云南省南华县龙川镇火星社区 2014 年支付村
干部交通、电话费、值班费 2.1 万元；洱源县三营镇共和村支出镇村干部收保
险补助 7290 元,新联村支出 2016 年 5~7 月工作误餐费 6780 元。海南省保亭县
保城镇毛介村 2014 年支出干部补贴约 13 万元，
2015 年支出干部补贴约 12 万元；
白沙县牙叉镇芳香村村干部 2015 年报销加油费 1.27 万元、工作补贴约 9000 元。
三是报刊摊派比较普遍。云南省南华县、洱源县所检查的乡镇基本都存在
行业性报刊摊派问题，南华县雨露乡各村每年由乡政府统一代订报刊 2000 元。
湖北省有的地方超过党报党刊订阅范围和数量下达任务，武穴市花桥镇郭德元
村和龙坪镇向文村、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等 2015 年、2016 年报刊订阅费用均超
过限额标准，少的超过 500 多元，多的超过 3000 多元。海南省琼海市大路镇礼
合村 10 个村民小组各订阅 1 份海南日报，大路镇安竹村在订阅党报党刊之外，
还订阅其他行业性刊物。
四是捐助支出和资产管理不规范。湖北省阳新县富池镇港下村 2015 年支付
港下小学教师补助 1.74 万元，捐助款 800 元；陶港镇上徐村为村小学建跑道支
付占地补偿费 1.53 万元。云南省南华县龙川镇火星社区 2014 年购买音响、冰
柜、消毒柜共计 5180 元，洱源县三营镇共和村 2014 年购买电视柜、沙发、茶
几共计 1.22 万元，均未作为固定资产入账。
（四）在一些地方和领域，违规向农民收费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地方涉农
收费管理不规范，云南省所检查 4 个县的所有涉农收费部门基本上都没有收费
公示，海南省涉农收费没有及时更新，一些已经停征免收的项目仍在公示栏。
在收费过程中存在多收乱收、搭车收费等行为。
一是农村教育方面。云南省会泽县钟屏中学收取补课费 42.459 万元；鲁甸
县文屏镇中学向每个学生代收医疗保险费 50 元，学校从中收取回扣费。湖北省

秭归县九畹溪镇周坪中小学校向每个学生收取资料费 66.5 元，超过
“一教一辅”
规定。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第三小学向每个学生代收保险费 100 元，在“一教
一辅”外统一购买辅导材料。
二是农户建房方面。云南省鲁甸县住建局向每个建房农户收取房屋登记费
80 元；南华县龙川镇火星社区 2014 年收取 4 个农户土地超占费共 2100 元。湖
北省秭归县农户反映，有关部门要求建房时向保险公司缴纳 1000 元的建筑施工
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三是办理身份证方面。海南省保亭县什岭镇派出所的免费照相设备 2013 年
以来未使用，群众办理身份证需要到照相馆照相，额外承担费用；办理身份证
收费后没有开具正式收费发票。湖北省长阳县大堰乡、都镇湾镇派出所在办理
身份证时，提供 23 元快递服务，在宣传单上声称办理身份证需要 2 到 3 个月，
承诺使用快递 15 天完成。
四是农村用电方面。湖北省秭归县九畹溪镇九畹溪村 2015 年账目显示，路
灯电费 0.97 元/度，一年支出电费 1 万多元。
五是其他乱收费。湖北省阳新县富池镇林业管理站 2015 年收取港下村 2014
至 2015 年生物防火线改造统筹费 6939 元。秭归县九畹溪镇、茅坪镇多个村小
商品经营户反映，2016 年秭归县烟花爆竹协会收取 2016 年和 2017 年会费 400
元。
（五）在贯彻强农惠农富农及扶贫开发政策中，还存在资金落实不到位问
题。主要存在一些配套资金落实不到位，或者在落实政策过程中设置不合理条
件、收取押金等问题。云南省会泽县钟屏中学反映义务教育寄宿学生生活费补
助初中生每学期应补助 625 元，2014 年至 2015 年实际每学期补助 516 元，2016
年秋季县级配套资金 544.6 万元至今仍未到位。会泽县大海乡二道坪村在美丽
乡村石板房建设项目中，收取新建房农户保证金共计 26.9 万元，并要求村民签
订协议承诺建房不达标时放弃低保、建房补贴、困难补助等惠民政策。鲁甸县
桃园镇大水塘、岔冲等村在扶持农户建设卧密式烤房项目中，要求每个农户交 1
万元押金，2015 年收取押金 21 万元。洱源县右所镇腊坪村收取易地搬迁农户危
房改造押金 68 万元。南华县雨露乡后甸村贫困户反映，扶贫集中建房每户要交

1 万元押金。
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向 3 省反馈了检查结果，要求对检查所发现问题逐一
核实整改，并举一反三，在全省范围内排查整改。3 省高度重视整改工作，省领
导对核实整改工作作出批示，有关部门专门召开会议、下发文件对整改工作进
行部署。目前 3 省对已上报检查所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初步统计，共清退乱
收费乱摊派费用 282.59 万元，拨付落实不到位资金 792.98 万元，并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了处理。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大，农民经营性收入、工
资性收入增幅放缓，在粮食主产区、贫困地区农民增收难度加大，经济承受能
力减弱。特别是今年要召开党的十九大，保持农村和谐稳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必须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各地要认真贯彻 2017 年中央 1 号文件关于“加强农民
负担监管”的要求，切实做好农民负担监管工作，维护好农民合法权益。
（一）高度重视农民负担监管工作。这次检查发现的问题，反映出一些基
层干部对新形势下农民负担问题重视不够、政策不熟、情况不清。各地要充分
认识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农民负担监管这根
弦不能松。要按照国办发〔2012〕22 号文件要求，继续坚持地方各级政府主要
领导亲自抓、负总责的工作制度，坚持实行减轻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制度，
强化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确保减负工作的领导责任、部门责任不
缺位，确保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整体合力不减弱。
（二）深入治理农民负担重点问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各地要举一
反三开展排查治理，要以贫困地区为重点，以村级组织负担、涉农收费、强农
惠农富农政策落实为主要内容，深入排查治理农民负担重点问题，防止区域性、
行业性农民负担反弹。
（三）坚持做好农民负担监管工作。农民负担监管是一项长期性工作，要
适应新形势积极创新监管思路、拓展监管范围、强化工作措施、加强制度建设。
强化村级组织负担监管，防止向村级组织摊派转嫁费用，纠正村干部违规占用、
使用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等行为。坚持开展涉农收费专项治理，落实好涉农收

费公示制。严格执行村级组织公费订阅报刊“限额制”，纠正有关部门摊派报刊
的行为。完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制度，加强指导和监管力度。坚持开展农
民负担检查，提高检查效果，严格责任追究。加强对农民负担新情况新问题的
调查研究，进一步拓展农民负担监管范围，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

农业部
2017 年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