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省级专项资金清单
	表1
	2021年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1-1
	2021年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2
	2021年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3
	2021年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4
	2021年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5
	2021年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
	2021年农村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2-1
	2021年农村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2
	2021年农村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
	2021年农田建设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3-1
	2021年农田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
	2021年重大水利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4-1
	2021年重大水利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2
	2021年重大水利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3
	2021年重大水利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4
	2021年重大水利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5
	2021年移民困难扶助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5-1
	2021年移民困难扶助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6
	2021年扶贫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6-1
	2021年扶贫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6-2
	2021年扶贫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6-3
	2021年扶贫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6-4
	2021年扶贫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7
	2021年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7-1
	2021年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7-2
	2021年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7-3
	2021年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7-4
	2021年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8
	2021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8-1
	2021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8-2
	2021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8-3
	2021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8-4
	2021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8-5
	2021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9
	2021年基础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9-1
	2021年基础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9-2
	2021年基础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9-3
	2021年基础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9-4
	2021年基础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9-5
	2021年基础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9-6
	2021年基础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0
	2021年教育综合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10-1
	2021年教育综合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0-2
	2021年教育综合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0-3
	2021年教育综合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0-4
	2021年教育综合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0-5
	2021年教育综合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0-6
	2021年教育综合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0-7
	2021年教育综合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1
	2021年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11-1
	2021年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1-2
	2021年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1-3
	2021年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1-4
	2021年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2
	2021年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12-1
	2021年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2-2
	2021年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2-3
	2021年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2-4
	2021年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2-5
	2021年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2-6
	2021年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2-7
	2021年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3
	2021年文化综合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13-1
	2021年文化综合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3-2
	2021年文化综合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3-3
	2021年文化综合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3-4
	2021年文化综合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3-5
	2021年文化综合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3-6
	2021年文化综合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4
	2021年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14-1
	2021年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4-2
	2021年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4-3
	2021年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4-4
	2021年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4-5
	2021年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4-6
	2021年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5
	2021年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15-1
	2021年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5-2
	2021年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5-3
	2021年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5-4
	2021年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5-5
	2021年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6
	2021年科学普及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16-1
	2021年科学普及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6-2
	2021年科学普及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6-3
	2021年科学普及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6-4
	2021年科学普及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6-5
	2021年科学普及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6-6
	2021年科学普及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7
	2021年民政事务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17-1
	2021年民政事务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7-2
	2021年民政事务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7-3
	2021年民政事务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7-4
	2021年民政事务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7-5
	2021年民政事务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7-6
	2021年民政事务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7-7
	2021年民政事务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8
	2021年就业补助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18-1
	2021年就业补助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9
	2021年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19-1
	2021年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19-2
	2021年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0
	2021年中医药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20-1
	2021年中医药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0-2
	2021年中医药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0-3
	2021年中医药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0-4
	2021年中医药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0-5
	2021年中医药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1
	2021年计划生育服务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21-1
	2021年计划生育服务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1-2
	2021年计划生育服务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1-3
	2021年计划生育服务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1-4
	2021年计划生育服务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1-5
	2021年计划生育服务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1-6
	2021年计划生育服务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1-7
	2021年计划生育服务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2
	2021年残疾人扶助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22-1
	2021年残疾人扶助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2-2
	2021年残疾人扶助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2-3
	2021年残疾人扶助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2-4
	2021年残疾人扶助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
	2020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23-1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2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3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4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5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6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7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8
	2021年省预算内基建投资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9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10
	2021年省预算内基建投资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11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12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13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14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15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16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17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18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3-19
	2021年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4
	2021年湘西地区开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24-1
	2021年湘西地区开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4-2
	2021年湘西地区开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4-3
	2021年湘西地区开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4-4
	2021年湘西地区开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4-5
	2021年湘西地区开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5
	2021年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25-1
	2021年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5-2
	2021年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5-3
	2021年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5-4
	2021年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5-5
	2021年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6
	2021年长株潭区域一体化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26-1
	2021年长株潭区域一体化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6-2
	2021年长株潭区域一体化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6-3
	2021年长株潭区域一体化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7
	2021年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27-1
	2021年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7-2
	2021年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7-3
	2021年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7-4
	2021年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7-5
	2021年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8
	2021年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和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28-1
	2021年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和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8-2
	2021年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和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29
	2021年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29-1
	2021年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29-2
	2021年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29-3
	2021年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29-4
	2021年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29-5
	2021年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30
	2021年交通运输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30-1
	2021年交通运输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0-2
	2021年交通运输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0-3
	2021年交通运输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1
	2021年粮油千亿产业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31-1
	2021年粮油千亿产业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2
	2021年住房城乡建设引导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32-1
	2021年住房城乡建设引导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2-2
	2021年住房城乡建设引导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2-3
	2021年住房城乡建设引导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2-4
	2021年住房城乡建设引导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2-5
	2021年住房城乡建设引导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2-6
	2021年住房城乡建设引导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2-7
	2021年住房城乡建设引导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2-8
	2021年住房城乡建设引导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2-9
	2021年住房城乡建设引导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3
	2021年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33-1
	2021年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3-2
	2021年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3-3
	2021年境保护与污染治理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3-4
	2021年境保护与污染治理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4
	2021年制造强省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34-1
	2021年制造强省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4-2
	2021年制造强省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4-3
	2021年制造强省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4-4
	2021年制造强省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5
	2021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35-1
	2021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5-2
	2021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5-3
	2021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6
	2021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36-1
	2021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6-2
	2021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6-3
	2021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6-4
	2021年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7
	2021年开放型经济与流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37-1
	2021年开放型经济与流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7-2
	2021年开放型经济与流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7-3
	2021年开放型经济与流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7-4
	2021年开放型经济与流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7-5
	2021年开放型经济与流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7-6
	2021年开放型经济与流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8
	2021年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38-1
	2021年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8-2
	2021年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8-3
	2021年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8-4
	2021年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8-5
	2021年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8-6
	2021年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9
	2021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39-1
	2021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9-2
	2021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9-3
	2021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9-4
	2021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9-5
	2021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9-6
	2021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39-7
	2021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0
	2021年妇女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40-1
	2021年妇女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0-2
	2021年妇女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0-3
	2021年妇女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0-4
	2021年妇女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0-5
	2021年妇女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1
	2021年少数民族工作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41-1
	2021年少数民族工作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1-2
	2021年少数民族工作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1-3
	2021年少数民族工作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3-4
	2021年少数民族工作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2
	2021年知识产权战略推进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42-1
	2021年知识产权战略推进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3
	2021年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43-1
	2021年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3-2
	2021年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3-3
	2021年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3-4
	2021年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3-5
	2021年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4
	2021年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监测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44-1
	2021年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监测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表45
	2021年省直机关行政性办公用房维修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表45-1
	2021年省直机关行政性办公用房维修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