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文件(３２)

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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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省本

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查.

一、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２０２１年是我省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省

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顺利实现“十四五”良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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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在此基础上,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省本级

决算情况总体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关规

定,重点报告以下情况:

(一)２０２１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１年

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

案的报告».２０２１年决算完成后,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数比报告的８６０７５亿元减少０１３亿元,主要是在库款

报解整理期少量非税收入退库;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

行数比报告的１０５１５亿元减少１３９亿元,主要是收回部分

财政拨款结余资金.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８６０６２亿元,为

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１２３３％,比上年增长３２５％,主

要是２０２０年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和２０２１年煤炭行业拉动作

用较强.主要收入项目的完成情况是:增值税２２５４７亿元,

为 预 算 的 １０７６％;企 业 所 得 税 １００６４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３２４％;个人所得税１４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５７％;资源税

２９７７３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９２％;非税收入２１９２４亿元,为预

算的１３２３％,主要是扫黑除恶罚没、两权价款等收入完成

较多.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１０５０１１亿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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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９３５％,比上年增长１４２％.主要支出项目的执行情

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３９６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５％;公共

安全支出８７３３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教育支出１６８８４亿

元,为预算的９９１％;科学技术支出３０５８亿元,为预算的

７８％,主要是科技计划项目储备滞后;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

出１７４３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２６１３

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９％;卫生健康支出３２６５亿元,为预算的

９６１％;节能环保支出２１３５亿元,为预算的８６８％,主要是

清算新能源汽车补贴资金量减少;城乡社区支出１亿元,为预

算的１００％;农林水支出１０６２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３１％,主要

是受易地扶贫搬迁融资还款周期波动因素影响,２０２１年度应

还债券及贷款规模减少;交通运输支出１３９２８亿元,为预算

的９９２％;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１５０１亿元,为预算的

９４６％;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１４２６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０％;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６９４亿元,为预算的８９５％,主要

是２０２１年中央资金减少.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为３９３４２４亿元.

其中: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６０６２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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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２１７亿

元;中央补助专项转移支付收入２１６１２亿元;地方政府债务

收入５０２８４亿元;市县上解收入１０５３３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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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５３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３５８３亿元,调入资金

３１６６亿元.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为３８６１４４亿元.

其中: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５０１１亿元;拨付市县税收返

还性 支 出 ６１７３ 亿 元;补 助 市 县 一 般 性 转 移 支 付 支 出

１７６４１４亿元;补助市县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３２７６６亿元;债

务转贷支出３９３９８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２４０２亿

元;上 解 中 央 支 出 ４８５１ 亿 元;补 充 预 算 稳 定 调 节 基 金

１９１２６亿元,调出资金００３亿元.

收支相抵,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结转２０２２年７２８亿元,较

２０２０年增长３３２７亿元,增长８４２％.

２０２１年一般公共预算上年结转资金３９５３亿元,实际使

用１４７７亿元,结余２４７６亿元,除确需２０２２年继续使用的

资金外,其余按规定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０２１年末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余规模为２２１２７亿

元,经省人代会审议批准,２０２２年调入省级预算６０８６亿元,

目前余额为１６０４１亿元.

２０２１年省级预备费预算１０亿元,动用２０９亿元用于应

急救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疫苗接种等方面,结余７９１亿元

已平衡预算.

省级预算周转金规模没有发生变化,２０２１ 年余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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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１亿元,主要用于调剂预算年度内季节性收支差额.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２０２亿元,比预算数减少１４亿元,主要原因是落实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过“紧日子”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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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亿元,公务接待费０１５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１８５亿元(公务用车购置费０４２亿元,运行维护费

１４３亿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务院有

关规定,对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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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权责发生制列支８７１６亿

元、政府性基金列支１８９５亿元,主要是中央资金、科研经费、

债券资金等国库集中支付年终结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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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２０２１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５３８１亿元,为

预算的５８９％,下降２０９％,主要是土地出让情况不及预期.

加上转移性收入１３７亿元,市县上解收入１３７亿元,上年结

余１７８３亿元,债务收入６４４８５亿元,调入资金００３亿元,

收入总计７３１５９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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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６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７％,下降４１８％,主要是专项债

券收入安排的支出减少.加上转移性支出４８７４亿元,上解

上级支出００８亿元,调出资金８０７亿元,债务转贷支出

５０２３９亿元,支出总计７１７９５亿元.收支相抵,结余１３６４

亿元,结转下年使用.

(三)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６１４８亿元,

为预算的２９６％,下降６２％,主要是产权转让收入不及预期.

加上中央补助收入２０６５亿元,上年结余７２９亿元,收入总

计８９４２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４８１４亿元,

为预算的１００％,下降５５３％,主要是２０２０年拨付城商行改

革化险资金一次性因素.加上转移性支出３１３２亿元,调出

资金９９６亿元,支出总计８９４２亿元.

(四)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１３４９９６亿

元,为预算的１１９７％,增长３４４％,主要是部分社会保险费

减免缓政策陆续到期,加之２０２１年煤炭形势向好,社会保险

费收入较２０２０年有较大幅度增加.加上上年结余１５１０９４

亿元,收入总计２８６０９亿元.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执行１２４１４４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９％,增长１１％.收支相

抵,年末滚存结余１６１９４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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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债务情况

2021 年，我省发行政府债券 1145.51 亿元。其中，发行

新增债券 839.16 亿元，建立新增债务限额“项目+切块+因

素”分配办法，综合各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项目储备规模

和质量、财政承受能力以及政府债务管理绩效等因素科学分

配限额，省本级留用 227.47 亿元，转贷各市 611.69 亿元，

重点支持了汾石、晋阳等收费公路 65.91 亿元、大水网工程

7 亿元、山西农谷 5.5 亿元，以及全省建制镇污水处理雨污

分流改造 7.42 亿元等民生保障项目，截至年底支出进度达

85.38%；发行再融资债券 306.35 亿元，省本级留用 23.7 亿

元，转贷各市 282.65 亿元，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券。

2021 年，全省共计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344.76 亿元、

利息 161.74 亿元，其中省本级偿还本金 23.7 亿元、利息

34.67 亿元；各市偿还本金 321.06 亿元、利息 127.07 亿元。

截至 2021 年年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 5412.99 亿元，

控制在财政部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 5692.04 亿元以内。其中

省本级债务余额 1171.6 亿元，各市债务余额 4241.39 亿元。

以上决算具体情况详见《二〇二一年山西省省本级决算



草案».

(六)２０２１年重点财政政策实施及绩效情况

１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努力降低不利影响.安排财政补

助资金２８１３亿元,保障各地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资金需要.

支持疫苗免费接种,实现资金先于疫苗足额到位.与此同时,

综合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对市场主体和基层财政运行造成的影

响,严格落实中央各项减税政策,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减

免７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３项政府性基金,２０２１年全省累计

新增减税降费３０４１８亿元;着力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统筹

中央和省级资金,加大财力下沉力度,下达市县均衡性转移支

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等财力性转移支付

７８１９１亿元,增长１３４６％,有效增强了基层“三保”保障

能力.

２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超常规支持科技创新,

统筹各类财政资金８３５６亿元,其中省本级３０５８亿元,增长

１３７１％.支持我省重大科技项目实施,下达１９亿元支持国

家先进计算太原中心建设,为政府、教育、军民融合、科研及能

源等应用领域开展超级计算应用服务.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

度,安排８０００万元资助自然科学基金和青年科技研究基金两

类项目１１９８项.大力推进创新平台建设,支持１０个省实验

室筹建,新立项建设３５家省重点实验室和３３家省技术创新

—８—



中心,培育认定１３家新型研发机构.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

经费管理,大幅精简预算科目,优化经费拨付机制,提高间接

费用比例,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坚持人才优先发展,

省级安排人才专项资金７６亿元,增长１１３％,其中支持山

西大学等３１所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引进９７３名博士及博士

后,引进博士人数创历年新高.

３兜牢基本民生底线.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加大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和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力度,发放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３９５亿元,惠及２１２８６万名职工.支持职业技能培

训,下达专账资金１９５５亿元,累计培训２２０３万人.推动教

育高质量发展.建立省属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补差制

度,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下达４３８亿元提高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标准,约５１万名学生受益.支持

开展省级“双高计划”职业院校建设,足额安排高职扩招经费.

下达８４６亿元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支持高等教育非均衡

发展.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提高４５％左右,建立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６５岁

以上参保人员每人每月发放２０元,８０岁以上参保人员每人

每月发放３０元.强化卫生健康投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５８０

元、７９元.门诊费用实现跨省直接结算,惠及１１２３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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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各项资金投入,支持由“治已病”

向“防未病”转变.下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２２０２

亿元,支持棚改开工建设１４７万套,老旧小区改造２６３８万

户,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新建、改建租赁住房１４４万套,盘活存

量住房３７４万套.

４全力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下达６０６７亿元衔接资金,保持

财政投入总体稳定.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发放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种粮农民农资一次性补贴等资金３８２１亿元,调动农民

种粮积极性;下达农田建设补助资金３７２９亿元,采用财政直

接补助和撬动社会资本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

３２８８万亩,高效节水灌溉６０万亩,提升耕地产能.推进农

业产业发展,下达农业生产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有关资金

１３７８亿元,同步将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

业发展的比例提高至５５％.安排“七河”“五湖”水利工程资

金１２亿元,支持改善河湖生态环境,提升生态保护治理能力.

安排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９９４亿元,大力推进村级公益事

业建设,建成农村公益设施３５００多个,３４２万人受益.安排

美丽乡村补助资金５７４亿元,通过竞争立项选择３９个县开

展美丽乡村建设,支持１个县开展美丽乡村重点县建设,推动

红色村组织振兴,在３０个村开展红色美丽村庄建设.投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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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居环境资金７３８亿元,支持开展乡村环境治理,改建新

建农村户厕３１万户.

５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增加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资金规模,稳定实现汾河“一泓清水入黄河”.下达３５亿元

支持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安排

省级配套资金４２８亿元专项用于开展历史遗留废弃露天矿

山环境修复治理.支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下达８９６

亿元完成造林１７６１７万亩,我省森林覆盖率达２３５７％,超

过全国平均水平.投入４６７亿元提升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能

力,新建建制镇污水处理厂７１个,完成雨污分流改造１８４５２

公里,城市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６加快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下达省级技术改造资金１７８７亿元,支持项目１６５个,全省工

业技改投资完成７８０亿元.其中,清算焦化行业过剩产能奖

补资金６９５亿元,确保全省４０２７万吨产能压减任务圆满收

官.壮大培育新兴动能,投入４３４亿元支持“１１１”创新工程

等相关项目１５７个,支持培育我省绿色制造、技术创新、两化

融合等新兴动能.积极兑现国家和我省新能源汽车补贴政

策,下达１８７８亿元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投入３２９亿

元确保太原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开通试运行,成为全国

“十四五”期间首个启动申建并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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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直联点,为我省推动５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网络基础保障.充分发挥产业投资

基金作用,下达政府引导资金５亿元,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

造、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发展.

７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引导督促按期完成化债任

务.压实市县政府化债主体责任,将化债任务列入市县高质

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落实化债奖励政策.积极化解重点债

务风险,强化化债监督管理,加大违法违规举债问责力度.认

真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构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

“四梁八柱”,完成省属国有金融企业“六定”改革,全方位加强

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各项工作.为城商行化险提供资金支持,

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全力支持山西银行挂牌成立.

８强化财政体制机制建设.印发«省直部门争取中央专

项转移支付资金奖励办法»,对省直部门争取中央资金给予增

量和增幅奖励.建立执行中动态压减收回机制,省级预算执

行进度从２０２０年的８８％提高到２０２１年的９２％(同口径).

建立省级大额项目支出财政事前评估机制,对需财政投入

５０００万元(含)以上的新增或到期延续项目的财政资金投入

情况与承受能力等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增强了项目可行性

和成熟度.制定印发«山西省财政专项资金监管办法»,建立

财政专项资金全流程监管机制和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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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完善“不能腐”机制建设.出台应急救援、公共文化、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４个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实施方案,为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突出绩效导向,推动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建立与预算同步

申报、审核、批复的绩效目标工作机制,推进绩效目标管理全

覆盖.扩大重点评价范围,提高绩效评价质量,对预算执行绩

效情况进行科学评判,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安排预算、调整

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

９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常态化实施财政资金直达

机制并扩大范围,将３５项转移支付资金纳入直达范围,基本

实现民生补助资金全覆盖.严格按照不做“甩手掌柜”,当好

“过路财神”的要求,强化省级保障职责,２０２１年中央下达我

省直达资金８３８６５亿元,全部直达市县,保障基层尽早使用

资金、缓解实际困难.健全直达机制,要求各级财政将对应中

央直达资金安排的地方资金作为直达资金管理,一并纳入监

控系统,确保每一分钱都用于保基本民生、惠企利民领域.优

化直达资金监管,依托监控系统积极主动开展动态监控,实现

从资金分配源头到支付使用末端全链条、全过程跟踪,确保资

金安全使用.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结果,是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科学决策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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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省人大、省政协及代表委员们监督指导、大力支持的结

果,是各地区、各部门和全省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财政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

足,如审计提出的“预算收支管理不够到位、绩效目标未实现全

覆盖”等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确保整改到位,

同时从源头入手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强化预算执行和财政

支出管理与监督,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不断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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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２９亿元,比上

年增长２８６％,增收４０５３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７２７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２％,增支１８３亿元.

全省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２２９６ 亿 元,比 上 年 下 降

１６６％,减收４５６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１８８９亿元,下降１８６％,减收４３１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７３６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８３％,增支２０３９亿元.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 收 入 ４４ 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４７１％,增收１４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２１１亿

元,比上年下降５２７％,减支２３５亿元.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０８０７４亿元,比上年下降

３７％,减收４１２２亿元;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９６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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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上年下降６１％,减支６２２６亿元.

当前全省财政收支运行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较快,超额实现收入过半.

今年以来,全省经济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良好态

势,支撑了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２８６％,剔除留抵退税后同口径计

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４４％.上半年全省完成年度收入

预算的６１４％,超额实现收入目标过半任务.二是税收收入

增势良好,煤炭行业拉动增收贡献突出.上半年,全省税收收

入完成１４６５１亿元,增长４２９％;若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同

口径增长６３９％.上半年,全省煤炭行业税收完成１０３６６

亿元,占税收总额的７０８％;共增收５９９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倍,成为拉动税收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收的主要

动力.三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体保持较高强度,民生领域

保障有力.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７２％,在上

年基数较大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较高强度.全省民生支出

２１５９６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７９２％,支出进度快于

总体支出进度６１个百分点.四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下降

较多,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不及预期;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增长较快,主要是今年６月底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全

部发行完毕,比去年提前５个月完成全部任务,同时进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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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五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长

较快,主要是市县加快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进度以及破产清算

拉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下降明显,主要是上年对部分国

有企业注入资本金较多,今年按照工作计划安排尚未形成支

出.六是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均有小幅下降,主要是受社

会保险基金缓缴政策以及中央调剂金政策调整影响.

今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部门认真落实省人大有关决议,按

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的要

求,靠前发力、主动加力,扎实做好惠企业、稳收支、促发展、保

民生、推改革各项工作,持续提升算账理财能力,支持保障我

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一是算好“助企惠民”账,顶格落实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加速落实大规模留抵退税,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对小微企业和

制造业等１３个行业,一次性退还增值税存量留抵税额,按月

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严格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不折

不扣落实中央出台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延续实施扶

持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税降费等系列政策;在权

限范围内实施我省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下调、按５０％顶

格减征“六税两费”并扩大政策适用范围、阶段性缓缴特困行

业企业社保费等减税降费政策.与此同时,全力支持市县落

实好税费支持政策,将中央财政小微企业留抵退税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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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转移支付资金２４２９７

亿元尽快分配下达市县,对留抵退税专项资金实行国库单独

拨付,逐月预拨、滚动清算,目前已足额调拨相关资金１１８２２

亿元,确保市县国库动态存有半个月的退税所需资金.印发

关于进一步惩治违法违规组织非税收入的通知,及时更新发

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目录清单,坚决打

击乱收费行为.截至６月底,全省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轻负担

和增加现金流超过５８０亿元.

二是算好“收支管理”账,全力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在认

真落实退税减税降费政策的基础上,扎实做好税收组织,坚决

打击偷税漏税骗税行为,深入挖掘非税收入潜力,统筹加大矿

产资源收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收缴力度.全力以赴

争取中央支持,截至６月底,争取到中央转移支付２２９９７３亿

元,超过去年全年８３个百分点.争取到专项债券５９１亿元,

较去年增加８亿元,在全国规模与去年持平的情况下增长

１３７％.成功争取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传统

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实

验县、永定河(桑干河)源头国土绿化、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

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城市等竞争性项目,预计获得中央

资金２１６亿元.牢牢坚持过“紧日子”,２０２２年省级预算编

制继续压减非急需、非刚性等一般性支出,省级部门单位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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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类项目比上年减少８４亿元,同口径下降１１２％.兜实

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进一步加大财力下沉,下达市县财力性

转移支付８４９５５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１０７９亿元,将全省

所有县(市、区)“三保”预算纳入上级财政部门审核范围,对

“三保”保障压力大的县区及时启动库款应急调度,确保基层

“三保”不出问题.

三是算好“长远发展”账,倾力支持全省高质量发展.省

级今年全面实施零基预算,创新制定大事要事保障清单,新增

和统筹相关资金３９４亿元,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中部城市群和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市场主体倍增工

程、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五大重点领域项目,占省级项目支

出的４０％以上.管好用好今年已争取到的中央基建资金

７１８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５６４％,增加３６９亿元),支持高标

准农田建设、水安全保障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项目建

设.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６月底全年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全部发行完毕,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基本民生保障等公益性

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安排省级消费券资金４２亿元,支持

各市发放政府消费券.全力支持产业发展,落实省对县级、开

发区财政奖补政策,下达县级和开发区税收增量奖补资金

２６３４亿元,增长１８８％.下达技术改造专项资金８９３亿元,

采取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对产业集群发展、链主企业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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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示范、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项目给予支持.安

排省级新能源汽车补贴８亿元.用好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资

金,按标准对新建５G 基站给予定额补助.进一步加大对科

技创新的财政投入力度,支持我省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牵头

承担国家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和重点研发计划.改革完善省级

财政科研经费管理,在经费申报、拨付、使用、绩效和劳务费发

放等方面进一步赋权减负松绑.足额安排并下达人才专项奖

励资金,支持高层次人才引育,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引

进博士及博士后等青年人才.认真履行国有金融、文化企业

出资人职责,首次在省属金融企业开展对标考核管理,激励引

导金融企业对标国内标杆企业找差补短、提质增效,首次设立

省属文化企业专职外部董事,扎实推进对企业投资决策的穿

透式、全过程监管.下达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５３亿

元,支持中小微企业小升规、专精特新、规范化股改、双创特色

载体等多领域发展.选取４个市作为试点设立企业信用保证

基金,省级按市级出资额的１/３给予支持,全力为小微企业等

提供信贷支持.灵活采取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惠、优先

采购等措施,超２３０亿元的政府采购合同授予中小企业.阶

段性减免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承租国有房屋租金.

加快推进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今年省财政注资２亿元,

连续第５年增资省再担保集团,深入推进融资担保机构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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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运营改革,更好促进银行为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贷

款融资.创新举办财政政策解读宣介会,邀请驻并金融机构

详细了解财政政策并开展合作对接.

四是算好“民生民心”账,切实保障改善民生事业.全力

支持疫情防控,今年截至６月底,全省累计投入疫情防控财政

资金３９４４亿元.加大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力度,下达中央和

省级衔接资金６２３亿元,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安排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２１亿元,重点支

持三大省级战略和五大平台建设、做优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

产业集群和推进有机旱作农业.安排资金２亿元大力支持种

业振兴行动.超常规实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政策,在继续按

照６７元/亩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基础上,加大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贴力度,粮食作物亩均补助２１４元.实施农村公益事

业建设和整村推进厕所革命财政奖补政策,安排３１１亿元支

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抓好就业促进工作,下达就业资金

２００８亿元,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优化创业担保

贷款贴息及奖补,着力稳定现有就业,增加新的就业,抓好重

点群体就业,促进多渠道就业创业.支持构建高质量教育体

系.落实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两免一补”和营养膳食补助政

策.稳步支持本科层次职业大学、国家和省级“双高计划”院

校和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下达双一流建设资金１１８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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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引导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中北大学等高校努力创建

“一流学科”.支持“１３６”兴医工程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稳步

提升我省领军临床专科建设和疑难危重症治疗水平.继续安

排专项资金支持中医药强省计划.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５８０元提高到６１０元,全省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７９元提高到８４元.及时

下达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民办养老机构专项补助资

金和城镇社区养老幸福工程补助资金,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５３亿元,切实保障困难

群众的基本生活.认真做好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方面

工作.

五是算好“改革赋能”账,加快深化财政各项改革.对市

县财政实施预算管理绩效考核,并将考核情况与转移支付安

排相结合,激发调动市县财政部门强化财政管理的积极性.

探索实行生态环境领域专项资金管理“１＋N”机制(“１个大专

项＋N个项目清单”),专项资金实现“大类间统筹,专项间打

通”.统筹整合生态环境专项资金１０亿元,首次采取竞争性

评审方式,推动实施中部城市群清洁取暖散煤清零项目.主

动加强财政研究,完成«双碳目标下提升我省煤炭行业财税贡

献度研究»«山西省财税体制改革总结评估报告»,加快推进我

省支持市场主体相关财税政策评估,启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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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我省居民收入、全省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融资两项研究.

扎实开展财经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组织全省财政部门完成七

个领域专项整治工作.积极拓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范围,选

取３０个省级财政重点支出项目(政策)和４个部门(单位)整

体作为评价对象,涉及财政资金２１５４亿元.

下半年,全省财政部门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认真落实防疫情、稳经济、保安全的一揽子措施,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靶向发力,狠抓落实,扎实推进全年各项工作

任务顺利完成.

一是聚焦惠民生兜底线狠抓落实.全力支持疫情防控,

及时拨付资金并强化全流程监管,确保核酸检测、疫苗接种、

患者救治、重要物资采购等方面工作有序开展,支持加快推进

太原、大同等５市方舱医院建设.支持解决好就业问题,全面

落实国家和我省“降、缓、返、补”各项政策,切实把提高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比例、扩大失业保险留工补助受益范围等政策落

实到位,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支持政策,

省财政拿出奖励资金１亿元,对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市

县给予支持.支持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对文旅康养示范

区内的养老产业项目给予奖励.落实好养老保险待遇提标政

策,７月底前全部发放到位.认真执行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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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用好中央和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资

金,全面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

生活.

二是聚焦稳经济稳增长狠抓落实.认真落实我省稳住经

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财政相关任务.进一步落实落细税费支持

政策,密切跟踪政策落实效果,持续推动惠企政策应享尽享、

全部兑现.加强与财政部的沟通对接,努力争取更多转移支

付和竞争性项目.进一步加强资金资源统筹,全力支持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部城市群和太忻一体化经济

区、市场主体倍增工程等重点领域项目建设.加快专项债券

资金使用,推动项目开工建设,力争８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

发挥好基建投资“压舱石”作用,支持保障好重大水利工程、交

通、能源、生态环保和城市地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拨付省级

技术改造资金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用好新能源汽车、数字

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等专项资金,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积

极发挥太行基金等产业投资基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努力发掘

潜力企业、培育优质企业、吸引落地头部企业.落实文旅康养

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励举措,支持文旅康养示范区创建、重大项

目落地见效、链主企业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推动设立企

业上市倍增投资基金、天使投资基金等,补齐我省风投创投短

板,发挥基金应有效益.设立开发区中小企业园区建设专项

资金,支持省级以上开发区建设中小企业园区.大力扶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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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中小

微企业免费提供代理记账服务,鼓励平台与金融机构数据对

接,帮助中小微企业提升会计信息质量、降低财务管理成本、

提高融资能力.研究出台关于建立财政金融联动机制的实施

意见,强化在“专项债＋项目贷款”、PPP项目、基金类、担保

类和保险类资金、重点项目合作等多方面的财金联动,促进财

政金融在重要领域和重大项目上的深度合作.

三是聚焦推改革强管理狠抓落实.认真落实好«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

见»,抓紧研究制定我省实施方案,推动形成权责清晰、财力协

调、区域均衡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健全完善地方税体系,研究

修订我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进一步加快财政支出

进度,强化对预算执行情况的动态跟踪和动态调剂,督促省直

部门单位及时支付资金.按月对市县预算执行进度和盘活存

量资金情况进行考核,将结果通报市县政府并实施奖惩,倒逼

各级狠抓财政基础管理.严格预算绩效管理,前移绩效关口,

扎实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强化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结果

应用,力争到２０２２年底,省市县全部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四是聚焦防风险保安全狠抓落实.坚守好基层“三保”底

线.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压实各级责

任,强化对１１７个县区财力状况、库款保障、“三保”预算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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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监测预警,安排专项资金对退税规模占财力比重较高县区

和困难县区给予财力补助,切实守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守

好政府债务风险底线.积极防控法定债务风险,严格执行专

项债券项目投向领域禁止类清单,严禁将专项债券用于经常

性支出,高风险地区新增债务限额坚持“只减不增”,防止法定

债务风险堆积.稳步推进存量债务化解,督促市县打实打足

化债资金,坚决兑现化债方案.坚守好社保基金风险底线.

稳妥推进社保基金省级统筹,高度重视基金的预算管理工作,

省级将通过强化基金预算绩效考核等方式,不断增强基金预

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预算执行的严肃性、约束性.坚守

好地方金融风险底线.全面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

健全国有金融管理制度体系,完善激励约束和责任追究机制,

建立金融风险日常督导约谈制度,强化对金融企业风险管理

工作的绩效考核.健全董监事和出资人机构的沟通报告机

制,及早发现金融企业潜在问题,牢牢守住金融风险底线.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使命光荣! 我们将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

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自觉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

督,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查意见,只争朝夕、奋楫勇进,真抓实

干、攻坚克难,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

作,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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