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

三次会议文件(２２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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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　涛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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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予

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会议的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是我省在“两转”基础上拓展新局面的攻

坚之年.一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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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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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三篇光辉文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八次、九次全

会决策部署,以“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三大目标为牵引,

扎实推进三大攻坚战,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保持了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与此同时,全省财政部门加

力提效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度减税降费,加大对重点领

域和基本民生的支持力度,狠抓预算执行管理和财政体制改

革,财政预算稳定运行,财政改革发展有了新的进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省预算经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审查批准后,

各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相继批准了本级预算,省政府于２０１９年

４月汇总各市县预算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备案,备案的２０１９年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２３４７４２亿元.预算执行中,积极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措施,部分市县调整了收入预算,调整后的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２３１１３９亿元;支出预算由备案的

４４３８９１亿元变动为５０２２９５亿元,主要是中央转移支付补

助增加所致.

２０１９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２３４７５６亿元,为预

算的 １０１６％,增长 ２４％.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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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１３１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３８％,增长１０％.

２０１９年全省预算收支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１)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税收收入完成１７８３４７亿元,为预算的 ９８５％,增长

８４％.其中:增值税完成７１８６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３％,增长

３７％;企业所得税完成２７１３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５％,增长

１９６％;个人所得税完成３６７６亿元,为预算的７１３％,下降

３４１％;资源税完成３８３０３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７１％,增长

１７８％.上述四个主体税种合计完成１４０９７９亿元,占全部

税收收入的７９％.

非税收入完成５６４０９亿元,为预算的 １１２８％,下降

１２８％.其 中:专 项 收 入 完 成 １３１７７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１４％,下降１７％;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８９７１亿元,

为预算的１１６５％,增长１６％;罚没收入完成６６７６亿元,为

预算的９４１％,增长１３１％;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完成２２７２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０１％,下降３１９％,主要是

２０１８年收入中两权价款非即期一次性收入较多.

(２)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执行３９３４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１％,

增长８５％;国防支出执行３８亿元,为预算的８９８％,增长

２９％;公共安全支出执行２５２２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５％,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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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１６％;教育支出执行６９５４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８％,增长

４１％;科学技术支出执行５７３４亿元,为预算的８７７％,同

口径增长３７％;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执行１１１７６亿

元,为预算的９１６％,增长２０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执行

７１１１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７％,增长５９％;卫生健康支出执

行３６６５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３％,增长２１％;节能环保支出

执行２２７６７亿元,为预算的８７７％,增长３３７％,主要是大

气和水污染防治、退耕还林、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方面支出增加

较多;城乡社区支出执行４８５０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９％,增

长３０９％,主要是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增加较多;农林水

支出执行６２５４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８％,增长７６％;交通运

输支出执行３２０６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４％,增长５３７％,主

要是２０１９年铁路建设等交通基本建设支出较多;资源勘探信

息等支出执行８７１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６％,下降２７％;商

业服 务 业 等 支 出 执 行 １３７９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８５％,下 降

２７７％;金融支出执行１３８２亿元,为预算的５５４％,下降

３１９％,主要是２０１８年有拨付金控集团资本金等一次性因

素;援助其他地区支出执行３２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６％,增

长１９９％;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执行６９７亿元,为预算

的９５８％,下降１２４％;住房保障支出执行１２２５３亿元,为

预算的９２４％,下降２８％;粮油物资储备支出执行１６７７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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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为预算的９０９％,下降０３％;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３８１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３９％(为２０１９年新增科目);债务付

息支出执行６８０１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６％,增长２２８％;债务

发行 费 用 支 出 执 行 ０４３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６２３％,下 降

１６２％;其 他 支 出 执 行 ２８８８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９％,下

降６２９％.

２．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预算经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后,省

政府于２０１９年４月将省本级预算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省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７００亿元,与备案预算一致;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为１００１４９亿元,比备案预算的１０３０６６亿元减

少２９１７亿元,减少原因主要是增加市县转移支付补助相应

减少省级支出.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７０９６８亿元,为

预算的１０１４％,下降６９％;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８４６４２

亿元,为预算的８４５％,增长７３％.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预算收支执行具体情况如下:

(１)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税收收入完成５６０４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３％,较上年增

长９９％.其中:增值税完成２２４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０６％,

增长３６％;企业所得税完成８９２８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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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１７４％;个人所得税完成１１０３亿元,为预算的６１４％,

下降３４１％;资源税完成２３０９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６８％,增

长１７１％;环境保护税完成４２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４％,增

长２５４％.

非税收入完成１４９２１亿元,为预算的 １１５１％,下降

４０７％,主要是２０１８年收入中包含非即期一次性因素.其

中:专项收入完成２４３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８％,下降５８％;行

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２９５９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２９％,增长

１４７％,主要是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清缴以前年度驾驶许可

考试费;罚没收入完成 １２３６ 亿元,为预算的 ４９％,下降

２４％;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８３６５亿元,为预

算的１５０％,下降５５４％,主要是２０１８年两权价款一次性收

入较多.

(２)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执行３２６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１５％,

下降３６３％,主要是税务经费保障办法调整后省级负担经费

减少;公共安全支出执行７８５６亿元,为预算的８７１％,下降

４７％;教育支出执行１１４４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３８％,增长

９７％;科学技术支出执行１７７７亿元,为预算的７８５％,同

口径增长３９％,执行进度较低主要是项目储备不足,部分专

项资金未下达;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执行１８６５亿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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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８５２％,增长４２％,主要是２０１９年新增二青会费用和

青铜博物馆筹建经费一次性因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执行

２０７１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２％,增长４２％;卫生健康支出执

行２０９１亿元,为预算的８９７％,下降１０％,主要是高校生均

拨款改革后教职工医疗保险支出不在该科目列支;节能环保

支出执行２４６２亿元,为预算的８１９％,增长９１９％,主要是

新能源汽车补贴增加较多;农林水支出执行１１１２７亿元,为

预算的９７７％,增长１６９％;交通运输支出执行１５２６６亿

元,为预算的９８８％,增长１０４９％,主要是交控集团注册资

本金和铁路建设资金增加;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执行１３８４

亿元,为预算的９３３％,下降１５％;商业服务业等支出执行

１１３亿元,为预算的６０４％,下降６５％,主要是２０１８年支出

中包括“三大板块”品牌宣传推介费一次性因素;自然资源海

洋气象等支出执行１２１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３５％,增长２％;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执行７５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４％,下降

１１８％;债务付息支出执行１３４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３％,增

长７６％;债 务 发 行 费 用 支 出 执 行 ０４３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７１７％,下降１５７％.

３．中央对我省、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中央对我省转移支付１７５８７８亿元,增长７６％.其

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５８４６１亿元,专项转移支付１７４１７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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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对市县转移支付１８６５７４亿元,增长９９％.其中:一

般性转移支付１５３４０６亿元,专项转移支付３３１６８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１１８６３１亿元,为

预算的１２１９％,增长４０３％;预算支出执行１４５２５４亿元,

为预算的８８３％,增长３４５％.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４９８４亿元,为

预算的８１２％,增长１２％;预算支出执行７６５８亿元,为预算

的７２３％,下降３９２％,主要是省级安排专项债券减少.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６８２１亿元,增

长６５７％,主要是新增省属国有企业“腾笼换鸟”股权转让收

入１９１５亿元;支出执行６０９６亿元,增长９８３％,主要是解

决国有企业“三供一业”移交补助等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

支出增加.其中,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３２２５

亿元,比上年增收２３４９亿元;预算支出执行２２５８亿元,比

上年增支２０８３亿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１７８８４亿元,为

预算的９６３％,增长２５％;预算支出执行１８２０５１亿元,为预

算的１０２４％,增长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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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６３０８６亿

元,为预算的９８９％,下降１４％;预算支出执行５７８６４亿

元,为预算的９１２％,增长６１％.

(五)债务情况

２０１９年财政部核定我省新增政府债务规模６４５亿元,其

中,发行政府债券６３７４４亿元(省本级留用１２２亿元,转贷各

市５１５４４亿元),主要用于脱贫攻坚、转型综改、汾河流域治

理、棚户区改造、三大板块旅游公路、乡村振兴、教育文化、城

镇基础设施等重点工程和民生项目建设;政府外债举借规模

７５６亿元,主要用于山西城乡水源保护和环境改善示范项

目、山西省沿黄河流域生态恢复林业项目等.

２０１９年财政部批准我省发行再融资债券１１９５３亿元

(省本级留用３亿元,转贷各市１１６５３亿元),全部用于偿还

当年到期政府债券,对缓解当期政府偿债压力、防范化解财政

金融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

２０１９年财政部核定我省政府债务限额３８３１８亿元,年

末政府债务余额预计３５５０亿元,控制在限额之内,政府债务

率预计为５６５％,比警戒线低４３５个百分点.

(六)落实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预算决议情况

省财政认真落实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有关决议和省人

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的审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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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狠抓预算执行,严格预算管理,深化财政改革,不断提升财

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持续提升依法理财、科学理

财水平.

１减税降费激活力

将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大

事,实打实、硬碰硬地减轻企业负担.全面落实中央降低增值

税税率、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等各项减税政策,在全国率先出台并顶格执行减征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的“六税两费”政策,同时自加压力、自选动作,将

全省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普遍降低２５％.顶格减征地

方文化事业建设费,降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民航

发展基金等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减免不动产登记费、商标注

册收费、易地扶贫搬迁有关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

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低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费率.组织开展了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专项检查,

严格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加大违规涉企收费查处力度.

全省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５６０亿元,力度规模为近年来

最大.

２开源节流保平衡

大规模减税降费加大了预算平衡难度.省财政认真落实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要求,提出一揽子抓好财政收支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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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支持减税降费政策的具体措施,全力确保财政收支平衡

和预算稳定运行.一是全力争取中央支持.尽最大努力向财

政部反映我省建议诉求.２０１９年,我省获得中央均衡性转移

支付４４４２亿元,增长１０１％;获得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

１０４８亿元,增长２７２％;获得阶段性财力补助２８６亿元,增

长１３％,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８２５亿元,增长

１６４％,增幅均为全国第一.二是多渠道开源弥补减收.将

部分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提高省级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切实增加资金供给.三是

带头过“紧日子”.在年初压减５％的基础上,年中按不低于

５％的比例再次压减部门一般性支出,压减下来的资金全部用

于支持民生改善和重大项目建设.四是努力降低减税降费对

基层财政影响.把保刚性支出、弥补政策性减收作为重要因

素,资金分配向财力困难地区和受减税降费影响大的地区倾

斜.２０１９年省对市县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４６７亿元,增长

１０４％;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９７５亿元,增长

２０５％;阶段性财力补助２８６亿元,增长１３％,有效增强了

县级托底保障能力.

３加大力度促攻坚

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乘势而上,针对突出问题精准

施策、扎实推进.坚决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建立全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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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风险等级评定制度,每半年对省本级和市县全口径债务

风险情况测算评估,风险等级直接通报地方党委政府.出台

财政部门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工作实施办法,压实隐性债务管

理责任.全省隐性债务化解任务超额完成,政府债务余额控

制在限额之内.支持打好脱贫攻坚战.省本级安排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４９亿元,增长２６６％.集中力量攻坚深度贫困,安

排１０个深度贫困县扶贫资金２０８亿元,占分配市县总量的

３８９％.进一步加大省对县的财力性转移支付力度,积极引

导有助于脱贫的农业、教育、医疗、交通、生态等行业部门资金

向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向１０个市３７个县的

１０７户企业发放扶贫周转金２３８亿元,财政资金放大近３５

倍,有力支持了贫困地区涉农产业发展.加强扶贫资金动态

监控,开展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落实情况评估,督促指导

贫困县管好用好扶贫资金.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拨付

环保资金６９亿元,助推全省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支持开展全

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出台了我省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资金管理办法和省内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意

见.积极支持推进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省对县级生态转移支付补助范围扩大到省级重点生态功

能区,初步构建起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４精准调控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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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和财政资金引领撬动作用,助

力提升我省经济发展质量.一是积极促进有效投资.筹资

２１０多亿元支持我省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

扶持和鼓励民营资本通过 PPP模式参与市政工程、交通运

输、文化旅游、生态环保等领域建设,我省PPP入库项目总数

和投资额分别居全国第１２位和第１５位,连续三年在全国排

位前移.二是大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争取中央奖补资金

２７亿元,积极稳妥推进化解煤炭、钢铁行业过剩产能.拨付

新能源汽车补贴资金２０亿元,加快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三是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省级企业技改资金规模达

到２５亿元,１１个市都设立了技改资金,为企业参与重大科技

专项或重点研发计划、首购首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或重大

创新产品给予补贴或奖励.拨付资金２６亿元支持实施“三

晋英才”、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和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四

是着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下达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２７

亿元.针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积极搭建全国领先的省级“政

采智贷”平台,累计为１０２户企业发放贷款２５亿元.对开展

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新兴产业业务,且符合条件的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给予风险补偿和保费补贴.各市县接续还贷周

转资金规模达到５６３亿元,较好解决了企业资金接续难题.

五是支持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出台省属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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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清单和绩效评价等办法,积极构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

度“四梁八柱”.制定出台«省属国有企业“腾笼换鸟”收入收

支管理实施细则»,明确了相关产权转让收入在企业和政府间

的分配方式.继续推动解决“三供一业”和厂办大集体国有企

业改革历史遗留问题.

５千方百计保民生

在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平衡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坚持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一

是全面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安排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１７亿元,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安排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重点支持有区域优势、地方特色的农业项

目.积极筹措资金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二是促进稳定和扩

大就业.认真落实国家普惠性就业创业政策,统筹资金１９４

亿元支持就业创业工作,筹集３８７亿元用于职业技能提升,

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三是

支持发展公平优质教育.建立全省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

款制度,实现了生均拨款制度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覆

盖.改革完善省属本科院校基本支出生均拨款制度,进一步

提高保障水平、扩大办学自主权.改革教育扶贫资金分配方

式,确保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下达高校

“１３３１”工程建设资金４３亿元,并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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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１亿元支持山西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率先发展.山西财

政税务专科学校等四所高职院校入选国家“双高计划”首批建

设单位.四是加强医疗卫生服务.继续落实取消药品加成和

省级公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补助政策.安排资金３亿元

支持实施“１３６”兴医工程.五是持续加强社会保障.城镇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人均增加１７４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实现“十五连涨”.继续提高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财政补

助标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

助标准每人每年分别提高３０元和１４元,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平均每人每月分别提高５５元和５７元,经济困难的高龄

和失能老年人补贴每人每月分别提高２０元和４０元.妥善解

决部分退役士兵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未参保和中断缴费问

题.六是节俭高效举办了“二青盛会”.七是省政府确定的８

件民生实事所需资金全部保障到位.

６蹄疾步稳推改革

出台了我省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实施方案.针对体制型直管县财权事权不匹配、项目申报不

顺畅等问题,进一步完善管理措施,推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

革扎实落地.制定了«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出台措

施加强和规范预算编制科学性、约束刚性和绩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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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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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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了省直机关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

管理.全面推开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对全省财政暂付款进行

全面摸底,制定了分年度消化方案.继续开展政府综合财务

报告试点编制工作.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业务在市级全面铺

开,国库动态监控系统覆盖到所有市县.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选取部分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试点.开展预算项目绩效指

标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对４７个省级重点支出项目进行跟踪

监控,对３７个财政重点支出项目和２个部门整体支出开展重

点绩效评价.全面清理和修订完善财政内控制度,内控工作

重心由“定制度”向“查漏洞”推进.

总的来看,２０１９年各项财政工作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取

得了新的进展.这是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正确领导的结

果,是省人大、省政协加强监督、有力指导的结果,是各级各部

门和全省人民拼搏奋进、攻坚克难的结果.当然,在看到成绩

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

盾和问题.比如,财政持续稳定增收的基础并不牢固,减税降

费给预算平衡和执行带来巨大压力,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加

剧;预算编制科学性还不够,过“紧日子”的意识还需进一步增

强;优化支出结构的力度还不够大,宝贵的财政资金还有浪费

的现象;个别市县债务风险特别是隐性债务风险不可小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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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财税体制改革还面临诸多困难,等等.我们高度重视这些

问题,正在采取措施认真解决,也恳请各位代表、委员一如既

往地给予指导和支持.

二、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之年,做好财政预算工作至

关重要.２０１９年８月,省财政厅向省人大常委会相关机构和

部分省人大代表汇报了省本级预算编制情况,有关意见建议

已被充分吸收并体现落实到了２０２０年预算草案中.

(一)２０２０年预算安排原则

一是收入预算实事求是,既充分考虑减税降费政策翘尾、

跨期结转税款减少等因素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又打实打足收

入,不虚列空转收入、人为平衡预算.二是支出预算更加注重

落实“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的总体要求,继续压缩

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继续实施“零基预算”,加大支出结

构调整力度,切实兜牢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底线.三

是硬化预算约束.年度预算执行中,原则上不追加预算,确需

追加的,按程序报批.四是积极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

积极争取更多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带动有效投资,支持补短板

扩内需.加大对打赢三大攻坚战、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推

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等重大项目和铁路、高速公路、水利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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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五是筑牢底线,有效防控财政风险.

积极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处理

“三保”支出与化解隐性债务、消化暂付款的关系,债务高风险

市县除“三保”等必要支出外,要采取措施安排好还债支出.

六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把钱花在刀刃上,鼓励少花钱、

多办事、办好事.项目预算必须设定绩效目标,强化绩效运行

监控和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政策到期及一次性支出一律取消、

低效无效支出一律削减、长期沉淀资金一律收回.

(二)２０２０年收支预算

１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２０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３９４７亿元,比２０１９年

完成数增长２％.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增速设定在

２％,主要考虑去年年中开始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会在今年前

４个月形成翘尾减收影响,加之今年跨期结转税款减少、矿业

权转让收益减少等减收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今年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２０２０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４６３１亿元,比２０１９年

向省人大常委会备案的预算同口径增长４７％(系剔除中央

专项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数、中央地方政府债券提前下达数、上

年结转数后的同口径比较,下同).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

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３８２４７亿元,增长３９％;国防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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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３亿元,增长４２％;公共安全支出２３３３６亿元,增长４％;

教育支出６７７６１亿元,增长５１％;科学技术支出６３７１亿

元,增长５３％;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００３８亿元,增长

４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６６５２２亿元,增长５％;卫生健

康支出３３５３亿元,增长５２％;节能环保支出２００４３亿元,

增长５３％;城乡社区支出３２１１６亿元,增长４４％;农林水

支出５３１４７亿元,增长５１％;交通运输支出２３２２９亿元,增

长４３％;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８８３６亿元,增长４２％;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８８１亿元,增长４５％;金融支出１７０８亿

元,增长４６％;援助其他地区支出３１６亿元,增长７１％;自

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５１２亿元,增长４４％;住房保障支

出７４０６亿元,增长４５％;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１４３６亿元,增

长４１％;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２９亿元,增长４２％;预

备费５６１２亿元,增长４５％;债务付息支出７６６６亿元,增长

９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０７亿元,增长１６７％;其他支出

２９６５７亿元,增长２３％.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１１亿元,增长０２％.

其中:税收收入５８０亿元,增长３５％;非税收入１３１亿元,下

降１２２％.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９３００５亿元,同口径

(下同)增长６９％.资金来源为: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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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１亿元,加上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收入１７６９２２亿元,动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２９２６亿元,债务收入１７３亿元,调入资

金４０４亿元,减去上解中央和补助市县及债务转贷、债务还

本等支出１８９２８３亿元.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３３０７亿元,增长２１％,主要是信息网络运行维

护费项目统一划转至省行政审批局管理,以及人口普查经费

等增加;公共安全支出８５５５亿元,增长８７％;教育支出

１２０７５亿元,增长２８７％,主要是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省属院

校生均拨款改革经费、农科院农大合署改革经费,以及民办教

育发展专项资金等增加;科学技术支出２４１６亿元,增长

１７７％,主要是新增“１１１”工程项目资金;文化旅游体育与传

媒支出１９０７亿元,增长１３１％,主要是新增文旅集团注册

资本金;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２０３３２亿元,增长９％;卫生健

康支出２０７２亿元,增长１４８％,主要是新增中医药强省建

设资金;节能环保支出５７６２亿元,增长１８３％,主要是汾河

生态供水水费补贴、地表水跨界断面水质考核生态补偿金和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奖惩资金等增加;农林水支出８５０１

亿元,增长９２％;交通运输支出１０５８３亿元,增长１８９％,

主要是中央补助地方车购税支出增加较多;自然资源海洋气

象等支出１５３７亿元,增长７１％;住房保障支出２４８亿元,

增长４８５％,主要是住房货币化补贴增加;预备费１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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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省级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预算３４９亿元,

较２０１９年预算减少０１１亿元,下降３％.其中:因公出国

(境)经费０４亿元,减少００１亿元;公务接待费０５２亿元,

减少００７亿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２５７亿元(其

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２０７亿元,公务用车购置费０５亿

元),减少００３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２０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９２２５７亿元,下降

２２２％,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减少;预算支出

１０８４４２亿元,下降４５％.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２４３４２亿元,

其中省本级收入６５５４亿元,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收入及调

入资金１７８８亿元,专项债务收入１６０亿元.省级收入主要

项目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４１９３亿元,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基金２０６亿元,彩票公益金７５１亿元,车辆通行费７２７

亿元等.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２４３４２亿元,其中省本级支出１０７３４亿元,补助市县支出

１５２６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１２０８２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２０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２０２７亿元,增长

７６３％,其中省属国有企业“腾笼换鸟”股权转让收入１００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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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预算支出８５７２亿元,增长８７２％,主要是省属国有企业

股权转让收入增加,相应安排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及支持国

有企业改革发展等方面支出较多.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１０８亿元,其中

省属国有企业“腾笼换鸟”股权转让收入１００亿元;预算支出

１１０８亿元,其中省本级支出５６５６亿元,补助市县支出２１

亿元,全部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及相关改革支出;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资金３３２４亿元.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２０２０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９０７８９亿元,预算

支出１９９４５１亿元,收支缺口８６６２亿元通过历年的基金结

余弥补.

２０２０年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０３０４３亿元,预算

支出１１４７２６亿元,收支缺口１１６８３亿元通过历年的基金结

余弥补.

三、完成２０２０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２０２０年财政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篇

光辉文献”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

会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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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坚定贯彻“四为四高两同步”的总体思路和要求,提

质增效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进一

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有力保证高质

量转型发展重点工作;坚持过“紧日子”思想,严把预算支出关

口,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深化

财税体制改革,努力提升财政治理效能,确保“十三五”规划圆

满收官,确保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具体来讲,就是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凝心聚力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一)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确保预算稳定运行

努力实现多渠道开源.大力争取中央支持,加强与财政

部的沟通对接,会同主管部门将更多项目列入国家部委计划.

抓住中央大幅增加地方政府债券特别是专项债券的机遇,争

取更多中央债券资金支持我省经济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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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实做好财政节支工作.要坚持执守简朴、力戒浮华,所

有支出都要明确标准、精打细算,勤俭办一切事业.继续压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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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支出,严控行政事业单位开支,严控“三公”经费.大力

硬化预算约束,严格执行审查批准的预算,从严控制预算调剂

事项.预算执行中,要把“不追加作为原则,追加作为例外”,

除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外,不开新的支出口子.

要加强预算管理,将支出不符合进度要求的预算资金统筹调

整用于亟需资金支持的项目.对不具备实施条件、项目进展

缓慢以及预计难以支出的项目,一律收回用于平衡预算.进

一步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大对市县转移支付力度,

支持基层和困难地方做好“三保”工作.

(二)提质增效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推动高质量转型

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按照国家部署,不折不扣落实

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认真落实涉

企收费清单制度,严肃查处政策执行不力、增加企业负担、损

害群众利益等行为,发挥好减税降费政策效应.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筹措基建资金与争取中央预算内投

资“双发力”,支持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加大对铁路公

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重点支持雄忻、集大原高速铁路

项目建设,推进三大板块旅游公路建设,力争武宿国际机场改

扩建年内开工.规范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引导民

营资本广泛参与,加快项目融资落地.在合规前提下用足用

好用活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形成对经济的有效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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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打造创新生态.用好新动能专项资金,除继续推动

企业技术改造外,支持启动实施“１１１”工程.支持能源革命综

合改革试点,安排山西能源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支持能源革命

科技重大专项、中试和平台基地建设.安排资金１１亿元支持

开发区提质升级.实施对“智创城”和省级双创示范基地建设

的财政激励政策.试点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改革,赋予科

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支持实施我省人才支持计划,扎

实推进我省引进院士等高精尖缺人才工作.

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强对政府投资基金运营管理,进一

步优化产业基金运作,切实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支持钢铁、

焦化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推动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

业加快发展.灵活用好财政补贴、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财政

政策工具,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产业转型和５G、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高端战略产业.安排资金２０亿元支持新能源汽车

发展.加大产业双聚区和标准化厂房建设,着力打造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和特色产业、服务业发展新高地.

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全面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

责.进一步加强省级财政对省属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的支持

力度,增加资本金规模,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促进提升企业的

融资担保能力.深入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体制改革,支持

我省转型支柱企业发展壮大.支持做好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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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尾工作,基本完成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稳妥推动厂办

大集体改革.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综合运用税收优惠、融资增信、以奖

代补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的支持力度,发挥好政府性融资担保政策功能,用好民营企

业纾困基金、应急还贷资金等个性化金融服务,缓解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导向作用,使用信息化手段

营造最优营商环境.

(三)持续推进三大攻坚战,补齐发展短板

全力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加强对政府债务项目的绩

效管理,提升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健全规范举债融资机制,严

格落实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要求,全额度编制债券还本

付息预算,积极调缴专项收入,发行再融资债券,确保债券本

息如期偿还.严格落实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和全口径债务风险

预警机制,贯彻执行应急处置机制和风险处置预案,特别是对

重点领域和高风险地区实施重点监控,分类分批压减隐性债

务存量,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强化违规举债责任追究,联

合审计、金融监管等部门加大抽查核查力度,做到终身问责、

倒查责任.

决战完胜脱贫攻坚战.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

务,继续加大脱贫攻坚投入力度,不折不扣完成剩余脱贫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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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继续推动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提高

贫困县自主安排统筹使用资金的能力.全面加强财政扶贫资

金监管,强化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提高项目实施效果.严

格落实“四个不摘”重大要求,完善产业就业带贫利益联结,做

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兼顾和统筹解决脱贫难度大

的非贫困县和非贫困村突出问题.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

长效机制,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支持打赢蓝天保卫战,扎实做好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加强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

染管控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加强自

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落实好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推进省内流域上下游实行横向生态补偿.支持实施“两

山七河”生态修复治理,重点加快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全面消

除汾河流域劣 V类国考断面,提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水平.

(四)关心群众切身利益,兜牢兜实民生底线

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安排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２０亿元,比

上年增加３亿元.抓好农田水利建设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稳

定粮食生产.支持发展有机旱作农业,加快推进以绿色生态

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大力支持农村“厕所革命”,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提档升级.

认真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保障就业资金持续稳定投入,

—７２—



加大对创业工作的投入力度,支持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对

就业困难人员托底帮扶,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加强援

企稳岗,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在岗培训补贴等政策到期后再

延长一年.全面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进一步强化产教融

合、供需对接,实行订单式、菜单式培养,推动实现更充分更高

质量就业.

支持发展公平高质量教育.财政教育投入进一步向教育

基本公共服务、教师队伍、薄弱环节、高水平发展倾斜.巩固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快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

能力提升,支持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积极支持增加普

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完成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改革.

继续支持实施高校“１３３１”工程,推动我省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特色发展.

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研究探索与县

域一体化改革相配套的财政管理体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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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兴医工

程,加快区域医疗中心、中医振兴计划等项目建设,全面提升

医疗质量水平.

持续加强社会保障.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稳步提高

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水平.全面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

级统筹,加快推进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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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做好社会救助兜底工作,支

持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适时

调整城乡低保等困难群众救助补助标准.继续做好退役士兵

社保接续工作.通过建设补贴、运营补贴、民办公助、公建民

营、贷款贴息等扶持政策,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业

发展.全力支持办好１０件民生实事.

(五)持续深化改革,加快构建完善现代财政制度

积极完善财税体制.做好资源税地方立法工作.深入推

进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修订完善我

省医疗卫生领域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交

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总结省直管县财

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经验,创优转型综改示范区财税体制

环境.

加快推进财政法治建设.将加强财政法治建设与深化财

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

进改革.牢固树立预算法治意识,全面落实预算法,自觉接受

人大依法开展预算监督,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持续提升依

法理财水平.深化财政领域“放管服效”改革,助力优化营商

环境,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深入推进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建

设,研究制定公务用车租赁、办公用房专用设备运行等项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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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标准,强化项目支出定额标准应用,提升项目支出的科学化

水平.进一步完善项目库建设,做好项目储备,缩短准备期,

从源头解决“资金等项目”的问题.加强项目预算评审,严格

项目入库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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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预算执行动态

监控,严格规范资金支付和清算业务,加强预算执行和财政资

金安全管理.加快构建优质、优价、优效的现代政府采购制度

体系,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导向,对新出台的重

大政策、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将评估结果作为申请预算的

重要参考.扩大绩效目标编报范围,积极开展部门整体绩效

目标试点,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批复下达,提升绩效目标约束

力.做实绩效运行监控,做深绩效自评和重点评价,健全绩效

评价结果反馈和整改制度,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

挂钩,硬化绩效约束.力争年底前省级基本建成全方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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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强化财政监督管理.深化公共财政支出监督机制改

革和制度建设,发挥财政监督在完善预算管理中的作用,大力

推进预决算公开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健全完善专项检查

机制,聚焦重点行业和突出问题,加大监督检查处理力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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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完善和落实财政内控制度.

各位代表,做好２０２０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我们将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坚强领导和监督支

持下,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持续加大对重点领域和基本民生的支持力度,扎实做好财政

预算各项工作,为我省“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与全国同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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