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九次会议文件(５０)

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　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２０１９年省本

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

议.　

一、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９年

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

案的报告».２０１９年决算完成后,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数比报告的７０９６８亿元增加０１９亿元,主要是收入整

理期企业所得税增加;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数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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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８４６４２亿元增加０１６亿元.

(一)收入完成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

态势,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

作统筹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２０１９年省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７０９８７亿元,为变动预算(以下简

称预算)的１０１４％,下降６８％.主要收入项目的完成情况

是:增值税２２４５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０７％;企业所得税８９３９

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６６％;个人所得税１１０３亿元,为预算的

６１４％,完成率低主要是基本减除费用提高翘尾和实行专项

附加扣除政策;资源税２３０９５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６８％;非税

收入１４９２１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５１％.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４９８５亿元,为预算

的８１３％,增长１２％,完成率较低主要是部分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未实现.主要收入项目的完成情况是:车辆通行

费收入９９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６％;彩票公益金收入８７３亿

元,为预算的８１２％;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１９９３亿元,

为预算的６５％;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４７亿元,

为预算的１０４４％;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

收入２３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９％;农网还贷资金收入２３５亿

元,为预算的１３０６％.

—２—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３２２６亿元,

为预算的８０７％,增长２６８３％,增幅较高主要是新增省属国

有企业“腾笼换鸟”股权转让收入.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６４５９５亿

元,为预算的１０１３％,增长１％.

(二)支出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８４６５８亿元,为

变动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９５５％,增长７３％.２０１９年省

财政继续对省级重点部门实行财政支出进度考核奖惩制度,

并逐步完善预算执行中的动态压减收回预算制度,积极盘活

存量资金用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的领域,２０１９年支出进

度有所加快.

主要支出项目的执行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３２６７

亿元,为 预 算 的 ９９７％;国 防 支 出 １３９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０％;公共安全支出７８６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９％;教育支

出１１４４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３％;科学技术支出１７７５亿元,

为预算的９３３％;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８６７亿元,为

预算的１００％;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２０７１６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０％;卫生健康支出２０９１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节能环保

支出２４３１亿元,为预算的８５８％;城乡社区支出０９７亿元,

为预算的１００％;农林水支出１１１１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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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支出１５２６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资源勘探信息

等支出１３８５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

出１２１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７７８亿

元,为预算的９９２％.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２５２亿元,比预算数减少１０８亿元,主要原因是有关部门严

格执行“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要求,大力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０２９亿元,比预算数减少０１２亿元;

公务接待费０２６亿元,比预算数减少０３３亿元;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１９７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０４５亿元,

运行维护费１５２亿元),比预算数减少０６３亿元.

２０１９年省级预备费预算１５亿元,实际动用４５８亿元,

结余１０４２亿元,已收回平衡预算.

２０１９年一般公共预算上年结转资金４０３２亿元,实际使

用２０９９亿元,结余１９３３亿元,除确需２０２０年继续使用的

资金外,其余一律按规定收回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７６５７亿元,为预算

的８８１％,下降３９２％.下降原因主要是省级安排专项债券

减少.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１９７亿元,

为预算的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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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执行５７３０５亿元,为

预算的９０３％,增长５１％.

(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为３２５３４９ 亿元.

其中: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０９８７亿元;中央税收返还性

收入１７０１４亿元;中央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１５８５２８亿

元;中央补助专项转移支付收入１７４１７亿元;地方政府债务

收入３５５９１亿元;市县上解收入５９２６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４０３２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３３４４亿元,调入政府

性基金等２５１亿元.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为３２１３８７亿元.

其中: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８４６５８亿元;拨付市县税收返

还性 支 出 ６１７２ 亿 元;补 助 市 县 一 般 性 转 移 支 付 支 出

１５１４６７亿元;补助市县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３３１６７亿元;债

券转贷支出２７０５１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５５６亿元;

上解中央支出４６７５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３６４１

亿元.

收支相抵,２０１９年省本级结转２０２０年３９６２亿元,较

２０１８年减少０７亿元,下降１８％.

２０１９年末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余规模为２６５０９亿

元,经年初省人代会审议批准,今年调入省级预算１２９２６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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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目前余额为１３５８３亿元.

省级预算周转金规模没有发生变化,２０１９ 年余额为

２２１１亿元,主要用于调剂预算年度内季节性收支差额.

按照预算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对２０１９年省级财政的部

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实行权责发生制核算,主要是中央资金、

科研经费等国库集中支付年终结余资金.对这部分资金,财

政部门将在预算执行中加强管理,加快预算单位支出进度,尽

快发挥资金效益.

(四)政府债务情况

２０１９年,我省发行政府债券７５６９７亿元,其中:新增债

券６３７４４亿元,省本级留用１２２亿元,转贷各市５１５４４亿

元,主要用于基础性、公益性项目建设;再融资债券１１９５３亿

元,省本级留用３亿元,转贷各市１１６５３亿元,用于偿还到期

政府债券.

２０１９年,全省共计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１３８０１亿元、

利息１０１２４亿元,其中省本级偿还本金５４５亿元、利息

１９１７亿元;各市偿还本金１３２５６亿元、利息８２０７亿元.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３５１１８９亿元,控制

在财政部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３７９９０４亿元以内.其中省本

级债务余额６３２５１亿元,各市债务余额２８７９３８亿元.全省

政府债务率５６９％,其中省本级政府债务率６４９％,政府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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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风险总体可控.

(五)２０１９年重点财政政策实施及绩效情况

１、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费.全面落实中央降低增值税税

率、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按５０％征收“六税两费”、小微

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降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减免不动产登记费、专利收费、易地

扶贫搬迁项目收费等.我省在税法授权范围内,普遍调低城

镇土地使用税２５％,对地方文化事业建设费顶格减征,主动

对压力容器产品监督检验降低收费标准,高限落实国家支持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全省

全年新增减税降费５７５７亿元,其中:新增减税４１０７５亿元,

社保费减负１６２７５亿元,清理和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

性基金２２亿元.

２、强力支持脱贫攻坚.发挥政府投入在脱贫攻坚中的主

体和主导作用,省级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４９亿元,比２０１８

年增长２６６％,为１７个贫困县摘帽、９１８个贫困村退出、２３９

万贫困人口脱贫提供了保障.聚焦１０个深度贫困县、３３５０

个深度贫困自然村、２８４７万深度贫困人口,３０％以上的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以及２０％以上的用于脱贫攻坚的地方政府债

券支持了深度贫困地区.继续安排省级扶贫周转金５亿元,

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向１０个市３７个县的１０７户企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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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周转金２３８亿元,有力支持了贫困地区涉农产业发展.加

强危房改造资金管理,统筹安排中央和省级农村危房改造资

金１２４５亿元,深入聚焦存量静态清零和动态保障,重点支持

当年脱贫摘帽县农村住房安全保障,确保全省脱贫攻坚工作

目标顺利实现.

３、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２０１９年全省政府债务率

５６９％,比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率低２６个百分点.一是创新方

式,保证重点工程落地开展.贯彻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充分利

用省级政府债务风险低、承债空间大的优势,通过“省级借债、

县级使用、省级偿还、县级财力逐年上解还省”模式予以创新

支持,既缓解县级政府债务风险,拓展县级举债空间,解决高

风险地区不能继续举债的问题,又有效保障重要项目顺利实

施,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二是强化管理,加快债券资金支出进

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采取简化支付审批程序、开通支付绿

色通道、提升行政服务效能等措施支持加快债券支付,对债券

资金支出进度较慢的省直单位进行了集中约谈、进度通报,督

促支出进度慢的市县尽快支付,２０１９年全省债券支出进度达

到９９８％,比上年提高了８２个百分点.三是提示预警,全

面开展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按月监控政府债务监测平台数据

变动情况,确保系统统计监测数据与实际债务情况一致,及时

掌握债务风险点,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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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重点支持污染防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２０１９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共投入各类污染防

治资金６６５４亿元,同比增长７３％,其中:冬季清洁取暖奖

补３４９６亿元、水污染防治１０２９亿元、大气污染防治１７亿

元、土壤污染防治０８２亿元、农村环境整治２３７亿元、其他

环保经费１１亿元.２０１９年全省大气环境质量逆势向好,全

省全年PM２５平均浓度下降２％,综合指数下降０７％;水环境

质量稳步提升,主要污染物减排成效突出,圆满完成国家目标

任务.

５、全力支持转型发展.一是以技术改造为抓手,加快产

业提升.充分发挥省级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我

省产业升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二是以数字经济为引擎、加

速产业发展.省级设立５亿元数字经济专项资金,支持物联

网、云计算、数据中心等产业发展,推动我省从资源型经济向

数字经济转型.大力推进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争取中央

资金２４７亿元,支持我省２０６１个基站建设,推动农村及偏远

地区宽带建设发展,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以

民营经济为支撑,强化经济动力.下达省级财政支持中小微

企业发展资金２７亿元,激励初创微型企业成长壮大,引导中

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之路.争取中

央财政支持我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６６３１万元,促进我省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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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企业加快发展.安排１５亿元支持太行产业投资基金加快

推进实体化运作,更好带动民间投资.

６、持续推进科技创新.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确保财

政科技投入只增不减,２０１９年省本级预算安排科技支出

２０５８亿元,比２０１８年增加１５１亿元,增长７９％.２０１９年,

省财政共下达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奖补资金１１８亿元,兑

现奖励了７１６个项目,包括高新技术企业、产业技术联盟、众

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有效激发了我省广大科研人员、

科研企业参与创新型省份建设的积极性.

７、深化人才发展战略.２０１９年省财政共下达各类人才

专项经费４９２亿元,其中下达我省人才重点工程２５３亿元,

支持引进１４３人和１个创新团队,支持培养８５６５名高端人

才;下达优秀博士毕业生来晋工作奖励经费１１３亿元,为４６

所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引进博士毕业生７５６名;下达科学技

术奖励、平台基地人才专项、三晋学者支持计划等人才专项经

费１２６亿元.下达高校“１３３１”工程及“双一流”建设专项经

费４２７亿元,支持山西省重点学科、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建设,

有效促进了高端人才汇聚三晋.

８、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下达２３５６亿元用于支持全省就

业创业工作,８０３２万人次享受就业扶持政策.使用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培训各类劳动力１０４７万人.持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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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教育投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下达城乡义

务教育补助经费中央及省级资金４３６亿元,落实学生资助补

助政策２５４１亿元.实施本科高校基本支出生均拨款改革,

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扩大办学自主权.继续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５５

元提高到６９元,全省各级财政投入２５６亿元用于支持健康

教育、卫生应急、疾病预防控制等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累计投

入５１８亿元支持实施“１３６”兴医工程,提升我省医疗服务水

平.拨付困难群众生活救助补助资金６６６６亿元,保障我省

１２４２万城乡低保对象、１３３万特困供养对象、８９７４名孤儿

的基本生活.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下

达优抚补助资金１３１３亿元,切实保障我省近２０万优抚对象

的基本生活.对３２７万人次实施临时救助,累计救助６４万

人次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省财政筹集资金４７亿元,支

持全省承办二青会３４个夏季项目和２个冬季项目比赛,承办

小项比赛１２７０项,接待总规模近６万人.加强危房改造资金

管理,中央和省级共投入农村危房改造资金１２４５亿元,完成

四类重点对象存量危房改造６２９万户.

９、促进推动“三农”发展.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２０１９

年安排省级资金４９８亿元,按照土地确权登记颁证面积、每

亩６７元的标准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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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安排专项资金１７亿元,用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公共

服务以及农村改革四大板块.全面推进农田建设,安排省级

资金１２６９亿元,支持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２１１万亩.

安排２３亿元支持推进“七河”流域生态修复和大水网等重点

水利工程建设.安排资金７８亿元,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及维修养护工程,改善农村群众饮水安全条件.安排资

金７３４亿元,支持在吕梁山生态脆弱区、环京津冀生态屏障

区、重要水源地植被恢复区和交通沿线生态景观区等四大区

域实施人工造林工程１４７万亩.安排资金１１７亿元,支持省

级永久公益林保护２２２０４万亩.下达资金１８２亿元,吸引

社会资金１２７亿元,完成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４４３２个,建

设美丽乡村１３５个,扶持７５９个村级组织发展村集体经济,支

持清徐、襄垣两县开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下达资金３４６

亿元,完成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８８１５处,并在１２１３个村开

展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完成５８个县区的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除深度贫困县外的１０７个县区初步建

成收运处置体系.

１０、培育发展经济新动能.发挥有效投资作用,全年争取

中央预算内投资８１亿元,落实资金１１８亿元,保障我省重大

政府投资项目支出需求,支持我省制造基础领域、关键行业、

重大技术产品项目积极实施技术改造.促进民航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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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资金３５亿元,大力发展省内通航和国际航线业务,畅通

我省空中通道.推行焦化产能压减,筹措资金１０亿元,为

４０２７万吨产能压减任务提供财政保障.推广新能源汽车应

用,及时下达资金２０亿元,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增能提速,缓

解我省企业资金压力.

１１、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制定«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规范和改进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的设立、调整、退出、

预算编制和执行、绩效管理、信息公开、监督检查等方面,全过

程、全方位对专项资金进行管理.印发«省级财政项目支出定

额标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出台省直机关政务信息化系统运

维、办公用房物业费和维修改造等三个项目支出标准,有效提

升项目支出预算编制科学化水平.２０１９年首次建立了预算

执行中的压减收回预算制度,４月、７月、１０月分别按５％、

５％、２０％的比例对部门２０１９年逾期未下达资金进行压减,

２０１９年压减收回的资金重点用于农田建设、二青会等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亟需支持领域.增加预算透明度,及时在省财政

厅外网网站集中公开省本级预决算和部门预决算,方便社会

公众监督.公开内容更加细化,公开形式更加规范.

１２、全过程推进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明确了我省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选择３８个项目开展

事前绩效评估试点,涉及预算资金１２亿元,评估共核减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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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８亿元,核减率４２３％.２０１９年实现了省级所有专项资

金类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管理范围内项目绩效目标设定和

审核比例达到１００％,绩效目标随预算同步审核、批复和下

达.对４７项省级重点支出项目上半年绩效运行情况进行跟

踪监控,对３７个重点财政支出项目、２个部门整体支出开展

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将评价结果作为２０２０年度安排预算、完

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

总的来看,２０１９年,全省财政系统严格落实省十三届人

大二次会议批准的预算决议,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在省人大的有效监督下,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

重点领域支持力度,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财政管理水平有

显著提高.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管理工作中

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对审计提出的“提高收入质量、强化预算

绩效管理、加强转移支付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持续

深入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坚持“治已病、防未病”,压实整改

责任,加大整改力度.在推动问题整改到位的同时,从源头入

手通过深化改革健全制度,进一步强化预算执行和财政支出

管理与监督,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二、今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财政工作

重点

今年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１２１３９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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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年初预算的５０７％,下降１２９％,减收１７９６亿元.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２４０３１亿元,为年度调整预算的

４９１％,增长７％,增支１５８亿元,财政收支基本实现时间任

务双过半,收支运行总体向好.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受跨期税款减少、减税降费政

策翘尾、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全省财政收入减收较多,

特别是税收收入降幅较大.上半年,全省税收收入减收

２１６６亿元,下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５６个百分点.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等主体税种减收较多,减收额占税收

减收额的８８％.二是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全省各级财政

部门多渠道开源挖潜弥补减收,全省收入呈现积极变化.从

３月起全省收入降幅呈现收窄态势,上半年收入累计降幅比

一季度收窄４９个百分点.三是支出保持增长,反映出积极

的财政政策落实有力.在全省财政收入减收的情况下,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上年增支１５８亿元,增长７％.特别是

八项非营利性服务业支出１６８３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２％,

增支１８３３亿元,促进服务业增长成效明显.四是积极支持

疫情防控,重点支出保障有力.疫情发生以来,全力保障全省

医疗救治、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资金需求.教育、社会保障和

就业、医疗卫生等１３项民生支出２００６５亿元,占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８３５％,增长８３％,增支１５３２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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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全省财政系统认真落实省人大有关决议要

求,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把新发展理念和高质

量发展要求贯穿财政工作始终,全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财

政预算执行的不利影响,提质增效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

注重保基本保战略,加快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着力提高财政资

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积极成效.

一是全力以赴抗击疫情.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财政部门

紧急动员、迅速行动,围绕减轻患者救治费用负担、提高疫情

防治人员待遇、保障疫情防控物资供应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

财税支持政策,加强对确诊和疑似患者的救治保障,增加对医

护防疫人员的经费补助,强化疫情防控物资采购和科技支撑,

全力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此基础上,建立急事急办、

特事特办的资金应急保障机制,加强资金集中统一调度,建立

绿色通道,简化资金流程,对统筹各级财政补助和相关资金后

仍有困难的市县,采取先调度再清算、先预拨后结算的方式,

及时足额保障疫情防控资金.截至目前,全省各级财政部门

投入资金超过２０亿元,有力有序支持推进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二是多管齐下确保平衡.积极应对疫情对财政收入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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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影响,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预算稳定运行.加大力度争取中

央支持,抓住中央增加财政赤字规模、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政

策窗口期、机遇期,多次赴财政部反映我省建议诉求,最大限

度争取中央支持.上半年,中央对我省一般性转移支付达

１７９２亿元,增长２１８％,地方政府债券资金５３４亿元,增长

３０９％.特别是下达我省特殊转移支付１９０５３亿元、抗疫特

别国债１４８亿元、地方一般债券１３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

２０７８亿元、２０２０年中央财政调整基本养老金经费２０６５亿

元,为全省纾困发展、保障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撑.牢固树立过

“紧日子”思想,提请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落实过“紧日子”

要求 严格财政支出管理的通知»,坚决杜绝铺张浪费行为.

在编制２０２０年省级预算时,将一般性支出压减２０％、“三公”

经费压减３％,累计压减政策到期、一次性项目和非急需非刚

性项目支出８７３亿元.建立定期压减清理收回机制,明确４

月、７月分别按５％、２０％的比例对未按期下达的省级专项资

金予以压减,９月底仍未下达的资金原则上全部收回,收回资

金用于补充税收减收造成的收入缺口和我省经济发展亟需支

持领域.加大力度缓解市县财政困难,省财政先后下达县级

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７７２亿元,将提前批政府一般债券１７３

亿元一分不留全部转贷市县,同时阶段性提高县级财政资金

留用比例,加大财政库款调度力度,最大限度下沉财力.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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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我省的特殊转移支付和抗疫特别国债等直达资金全部按

规定直达市县,直接惠企利民,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全省“三

保”没有出现问题.

三是坚定不移促进攻坚.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统筹

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和风险防控.坚持“资金跟着项

目走”的原则,将专项债券资金主要用于重点领域和重大项

目,加快资金拨付使用进度,保障项目建设需求.试点发行高

铁、旅游公路等领域全省项目集合债券,发行２０年、３０年长

期专项债券,推进债券发行期限与项目实施期限的合理匹配.

做好到期债券还本付息工作,维护政府市场信用.对２０１９年

底省本级、１１个市本级、１１７个县的全口径债务风险情况进行

测算评估和划定风险等级,直接通报地方党委政府.积极推

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债务风险.

开展政府债务专项督查,指导督促市县强化债务管理,增强防

范化解风险能力.大力支持脱贫攻坚.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５４３亿元,增长１０８％,重点向深度贫困县、挂牌督战地

区、脱贫任务重的非贫困县、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倾斜.安

排一般债务规模３１９７亿元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及后续扶持工

作.在深度贫困和脱贫难度大的１８个县(区)开展脱贫攻坚

挂牌督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安排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２０亿元,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３亿元,统筹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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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有效衔接.积极支持污染防治.将污染防治攻坚作为重

点保障和优先支出领域,截止目前,省财政共投入各类生态环

境保护资金７０７亿元,已超过去年全年投入,全力支持打好

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标志性重大战役.加快推进汾河中

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支持开展历史遗

留废弃露天矿山环境修复治理.

四是千方百计稳定增长.制定实施一批阶段性援企稳岗

兜底等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纾困和发展,推动有序复工复产.

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和我省出台的各项减税政策,截至目前,全

省共累计新增减税７０５９亿元.其中,落实中央新出台的有

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方面减税政策,以及执

行上年减税政策翘尾新增减税６９０９亿元,落实我省新出台

的普遍降低城镇土地使用税１０％的减税政策减税１５亿元.

相继出台对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基本医疗保

险单位缴费部分的减免政策.１－６月份,共减征免征社会保

险费１３９２８亿元.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２６６亿元,提前下

达专项债券３６１亿元,保障我省产业聚集、教育现代化、公共

卫生和生态保护等重大政府投资项目支出需求,拉动经济增

长.做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财政保障工作,设立煤成气

产业基金和煤成气增储上产专项资金,按照“多增多补”的原

则调整完善省级财政补贴政策,加快我省煤成气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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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资金１１１亿元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增能提速,出台省级

汽车消费奖励政策促进汽车消费.下达数字经济专项资金

３９００万元,加快物联网、云计算、数据中心等产业发展.推动

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下调我省担保机构担保费率,阶段性

取消再担保收费,减免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微企

业租金０９亿元.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省本级预算安

排科技支出２４１６亿元,增长１７４％.大力支持“１１１”战略

实施,下达科技创新专项资金２３亿元,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

策奖补兑现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下达人才经费支持引进长

江学者、海外高层次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促进我省

高质量引才聚才.

五是补短兜底惠及民生.把“保居民就业”作为重中之

重,下达就业资金１７４３亿元促进就业创业.下达职业技能

提升培训资金５９９亿元,支持我省全面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推动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建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生均财政补助制度.实施高等职业院校基本支出生均拨款制

度改革,推进高校“１３３１”工程建设,支持高校重点学科和协同

创新中心等项目建设.支持实施“１３６”兴医工程,加快区域医

疗中心、中医药强省等项目建设,安排专项债券资金支持基本

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和疫情防控能力建设,全面提升我省医疗

质量水平.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提高２０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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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从人均６９元提高到７４元.下

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７０２５亿元,兜实兜牢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底线.

六是蹄疾步稳深化改革.提请省政府出台了教育、科技、

交通运输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

方案,明确相关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制定

省对市财政管理工作考核办法,督促各市狠抓财政管理的各

项基础工作.积极开展全省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全面提升

预算管理信息化水平.出台省直部门公务用车租赁费、食堂

运行费、办公区室外绿化等支出标准.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

理,制定省级财政支出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规范省级财政

支出事前绩效评估.选取３１个重点财政支出项目和２个部

门整体支出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涉及财政资金２００多亿元.

制定山西省财政暂付性款项风险防控方案,确保各级防控工

作落实到位.

下半年是完成全年各项任务目标的关键时期,省财政将

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

紧紧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更加有为地打好

积极财政政策“组合拳”,发挥好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切

实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一是更严措施稳定财政运行.更加密切关注各种减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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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及时跟踪分析、预判趋势,尽早谋划对策.强化收入征管,

联合税务部门堵塞税收征管漏洞,提高税收征管效能,防止

“跑冒滴漏”.主动挖潜增收,通过加快扫黑除恶罚没收入入

库、推进国有企业“腾笼换鸟”产权转让、加大重点企业两权价

款清欠收缴力度、盘活长期低效运转和闲置的存量资产等方

式,弥补财政收入.严格执行我省进一步落实过“紧日子”要

求,严格财政支出管理八项措施,２０２０年省本级会议费、差旅

费、培训费、接待费及车辆运行费等按５０％进行压减,出国费

按８０％进行压减,不再使用的会展经费等结余资金予以收

回.管好用好中央新增的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督

促指导市县财政收到直达资金后科学安排预算,建立实名台

账,详细记录资金拨付使用情况,依托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

平台,确保资金精准下达,落实到个人和市场主体.进一步落

实“三保”预算事中监控机制,进一步加大对基层特别是财政

困难县区的财力倾斜力度,及时掌握财政运行状况,对可能出

现的突发事件及时调度资金,确保基层财政稳健运行.

二是更大力度支持转型发展.深入分析受疫情影响较大

行业的税收变化情况,更加及时有效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面临

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继续做好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

款工作,帮助企业纾困发展.坚持筹措基建资金与争取中央

预算内投资“双发力”,加大对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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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重点支持太焦、雄忻、集大原高速铁路项目加快建设,推

动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项目加紧实施.加快推动５G、数据中

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领域建设.大力支持科技创新,聚焦

“六新”加大财政投入,全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支持钢铁、有

色、焦化等传统优势行业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全

力打造信创、大数据、半导体等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产业集

群.更好发挥专项债券对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的重要作

用,研究制定全省专项债券管理制度,推动实现专项债券“借、

用、管、还”全生命周期管理.加速推进省属企业“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教育、卫生等八项非营利

性服务业支出,更好支撑服务业恢复发展.

三是更加精准保障改善民生.进一步强化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各项工作举措,认真落实各项经费保障政策,慎终如始

支持做好疫情防控.严格坚守现行脱贫攻坚目标标准,督促

各地、各部门按照相关要求用好扶贫资金,不得超范围使用、

超标准建设.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创业担

保贷款贴息等方面政策,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加强对重点

行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对残疾人、零就业家庭等困难群体

托底帮扶.妥善做好对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加大对受疫情

影响致贫返贫人员、建档立卡贫困户、新冠肺炎患者及受影响

家庭的救助力度.加快推进山西大学部省合建项目和太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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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助力我省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特色发

展.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研究探索与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

革相配套的财政管理制度,在全省范围内推广省级公立医院

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补助政策.支持开展我省首批城镇社区养

老幸福工程试点,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

四是更快步伐深化财税改革.进一步创新完善有利于高

质量转型发展的财政体制机制.认真做好资源税地方立法工

作.紧扣转型发展出雏形的阶段性战略目标,聚焦省委、省政

府部署的重点工作任务,高质量编制财政“十四五”规划.深

化预算管理改革,大力推进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充分发挥

预算标准对预算管理的支撑作用,强化预算约束,规范预算执

行.积极推进全省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实现对预

算管理全流程的动态反映和有效控制,确保各级预算管理规

范高效.深化财政国库管理改革,有序推进资金支出与政府

采购、国库现金管理的有效衔接.提请省政府出台政府采购

制度改革工作方案,扎实推进政府采购领域重点改革工作,加

快构建高质量、高水平的现代政府采购制度.扎实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规范化、整体化、公开化建设,选择部分新增重大政

策和项目开展财政重点事前绩效评估,扩大绩效目标编报范

围,开展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编报试点,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批

复下达,提升绩效目标约束力.力争在今年年底前省级基本

—４２—



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努力实现

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任务艰

巨,做好财政预算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决心在省

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

只争朝夕、真抓实干,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扎实做好各项财政

工作,努力开拓财政改革发展新境界,为我省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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