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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龙政办〔2021〕43号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建立石龙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

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部门： 

根据石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龙区进一步加强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经

区政府同意，决定建立石龙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

管理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能 

联席会议在区政府领导下，统筹协调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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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卡通”管理重点工作，研究解决工作面临的问题和体制机制

障碍；研究提出进一步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

理的政策措施，部署推进重点事项，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抓好任

务落实；加强对工作进展情况的督导检查，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

效；完成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由区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组织协调，区财政局主要负

责同志担任召集人，区财政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副召集人，其他

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

动等原因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联席会议确定。联席会

议可根据工作需要增加成员单位。联席会议成员名单如下： 

总 协 调：杨永锋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召 集 人：杨团会 （区财政局局长） 

副召集人：梁留俊 （区财政局副局长） 

成    员：高龙欣 （区教体局副局长） 

张少哲 （区民政局低保中心主任） 

金俊豪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主任科员） 

郭豫杰 （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房管办负责人） 

尚瑜琳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 

蒋  涛 （区委组织部组织二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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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平 （区卫健委计生协会副会长） 

王振炳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任科员） 

李大建 （区应急管理局主任科员） 

胡选志 （区审计局副局长） 

王同勋 （区金融工作局分管负责人） 

李亚非 （区乡村振兴局分管负责人） 

秦春栋 （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负责人） 

李慧果 （区残联副理事长） 

郑庆伟 （区农业机械管理局主任科员） 

丁  华 （区人民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郭  联 （区高庄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晋长森 （区龙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宋冠召 （区龙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宁建勇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纪检组长）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财政局，承担联席会议

日常工作，完成总协调人和召集人交办的其他工作，办公室主任

由区财政局分管负责同志兼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

位有关科室负责同志担任。 

三、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召开会议，由总协调人、召集人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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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副召集人主持。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会议的

建议。研究具体工作事项时，可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会。在联席

会议召开之前，可由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或其委托的同志召开联

络员会议。联席会议议定事项，以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印发各成

员单位及有关方面。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四、职责分工 

财政部门。财政部门负责综合协调工作，部署“一卡通”系

统，规范操作流程，优化发放程序。牵头统筹补贴政策和资金整

合，按规定下达补贴资金，在政府信息公开或政务公开主管部门

指导下，会同业务主管部门向社会集中统一公开补贴政策清单、

制度文件和发放信息等。会同业务主管部门做好相关预算安排等

工作。依法组织做好补贴资金代发金融机构选择等。加强对业务

主管部门“一卡通”系统操作的培训指导。程序性审核业务主管

部门报送的补贴对象发放数据信息，依据财政预算安排，按照国

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和委托代发协议，将补贴资金拨付至代发金

融机构。会同业务主管部门对补贴资金发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业务主管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业务主管部

门负责补贴政策实施和资金管理、补贴基础信息审核管理等工作。

录入、汇总、审核、修改补贴发放数据，会同财政部门动态调整

补贴政策清单。熟悉操作流程，掌握“一卡通”系统功能。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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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补贴信息共享等工作，对各项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规

性负责。受理群众咨询、投诉、信访及信息公开申请。向社会主

动公开本部门主管、制作、获取的财政补贴信息，及时会同财政

部门按要求做好相关信息集中公开等工作。配合财政部门选择代

发金融机构。关注代发银行反馈的补贴资金发放结果，及时核实

处理有关情况，协同财政部门纠错。 

信息公开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指导各有关部门做好补贴政策

和资金发放等信息公开工作，确保公开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

时效性。依法保障补贴对象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并有效

保护补贴信息公开中的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 

金融工作部门、财政部门负责督促指导代发金融机构提供高

质量服务。 

以上职责分工与实施方案确定的责任相互补充，如有不一致

的，以联席会议办公室解释为准。 

五、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研究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

金“一卡通”管理工作有关问题，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或提出

政策建议；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需要联席会议讨论的议题，

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加强沟通、密切

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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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要加强对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督促落实，及时向各成

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 

 

附件：联系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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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联系人员名单 

工作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农业农村局 
尚瑜琳 副局长 18738935916 

孙亚娟 农业办主任 13938655919 

应急管理局 
李大建 主任科员 13949495758 

李蕊 业务人员 13937597417 

乡村振兴局 

李亚非 分管负责人 17530906737 

贾萌 会计 15137527088 

   

政务服务和大数

据管理局 

秦春栋 负责人 15638660369 

   

组织部 
蒋涛 组织二科科长 13693753715 

高会权 财务人员 15237555933 

卫健委 
刘向平 计生协会副会长 18437565111 

任建方 计生协会奖扶工作负责人 13783288839 

建设交通局 
郭豫杰 房管办负责人 13938666965 

张旭光 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客运负责人 13803901582 

残联 
李慧果 副理事长 15937503367 

朱淑霞 会计 15993526565 

审计局 
胡选志 副局长 13623757627 

仝岩 业务股股长 13523263639 

人民路办事处 
丁华 副主任 13733754555 

张沙沙 会计 15038883655 

龙河办事处 
晋长森 副主任 13837576682 

霍永涛 业务人员 1853756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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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兴办事处 
宋冠召 副书记 15836911698 

刘晓辉 财务人员 13782439798 

高庄办事处 
 郭联 副书记 15938920360 

高盼盼 业务人员 13783239911 

退役军人事务局 
王振炳 主任科员 13837598066 

王克涛 综合业务股股长 18239768699 

国土资源局 
宁建勇 纪检组长 13803753737 

杨璐璐 林业股负责人 15515666755 

民政局 
张少哲 低保中心主任 15836937419 

王鲜娥 财务科 13461198286 

金融工作局 
王同勋 分管负责人 18937558612 

兰军胜 科员 17638593313 

教育体育局 
高龙欣 副局长 13623752005 

张秋丽 资助中心 13837547622 

人社局 
金俊豪 副主任科员 13939960105 

张庆平 财务科长 13937586151 

农业机械管理局 
郑庆伟 主任科员 18637592970 

闫会娜 管理股 13783758578 

财政局 
梁留俊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071710775 

朱淑敏 农业股 2535165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8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