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

四次会议文件(２４A)

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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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

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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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省上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省委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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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领导下,牢牢把握疫情防控主动权,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

经济稳步向好、转型态势强劲、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全

省财政部门更加积极有为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牢牢坚持“紧

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十二字方针,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抗疫经费充足安排,基本民生兜牢底线,重大战略得以保障,

财政改革持续推进,财政职能作用有效发挥,有力支撑了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省预算经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审查批准后,

各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相继批准了本级预算,省政府于２０２０年

７月汇总各市县预算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备案,备案的２０２０年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２３８９１８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为４６９１７４亿元.预算执行中,受减税降费、新冠肺炎疫情、

政府债券增加等因素影响,省本级、部分市县陆续调整了收支

预算.经汇总,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为２２２０７５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５３０６１９亿元,主要是中央转移支

付补助增加所致.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２２９６５２亿元,为调整预算

的１０３４％(以下简称为“预算”),比上年下降２２％(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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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执 行 ５１１０９５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６３％,增长８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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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２５９４ 亿 元 (税 务 部 门 组 织 完 成

１６３５５１亿元,差额主要是增值税留抵退税我省调库中央),

为预算的９７９％,下降８８％.其中:增值税完成６２８４６亿

元,为预算的９５％,下降１２６％;企业所得税完成２２９９４亿

元,为预算的９５８％,下降１５３％;个人所得税完成３８１１亿

元,为预算的１０４１％,增长３７％;资源税完成３５８７３亿元,

为预算的９８７％,下降６３％.上述四个主体税种合计完成

１２５５２４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７７２％.

非税收入完成６７０５８亿元,为预算的 １１９８％,增长

１８９％,主要是各级财政开源挖潜弥补税收短收,扫黑除恶罚

没收入等增收较多.其中:专项收入完成１５６３１亿元,为预

算的１１０５％,增长１８６％;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１１０６６

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７５％,增长２３４％;罚没收入完成９３２８

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３７％,增长３９７％;国有资源(资产)有偿

使用收入完成２２９０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６７％,增长０８％.

(２)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执行４２５７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２％,

增长８７％;国防支出执行３３１亿元,为预算的６６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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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公共安全支出执行２５８９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１％,

增长２６％;教育支出执行７３４１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８％,增

长５４％;科学技术支出执行６５８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７％,

增长１４１％;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执行１１２４亿元,为

预算的９４６％,增长０１％;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执行８０９０６

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２％,增长１３７％;卫生健康支出执行

４３３４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８％,增长１８２％,增幅较高主要是

疫情防控方面的支出增加;节能环保支出执行２６０３４亿元,

为预算的９１８％,增长１５１％;城乡社区支出执行４７６７２亿

元,为预算的９９％,下降１４％;农林水支出执行６５２１３亿

元,为预算的９６１％,增长４２％;交通运输支出执行３３５８５

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９％,增长４７％;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

出执行９６８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３％,增长１１％;商业服务业

等支出执行１４５９亿元,为预算的８６３％,增长２８％;金融

支出执行３８７８亿元,为预算的７９６％,增长１８０５％;援助

其他地区支出执行３６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增长１２４％;

自然 资 源 海 洋 气 象 等 支 出 执 行 ６７４５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６３％,下降３５％;住房保障支出执行１２０１亿元,为预算

的９０６％,下降１５％;粮油物资储备支出执行１９９８亿元,

为预算的９５９％,增长１７８％;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执

行４７５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５％,增长２５７％,增幅较高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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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央补助增加较多;债务付息支出执行７８９６亿元,为预算

的９９６％,增长１６５％;债务发行费用支出执行０７６亿元,

为预算的８９１％,增长７７８％,增幅较高主要是债券发行规

模大幅增加;其他支出执行５４２７亿元,为预算的６３１％,增

长８７９％,增幅较高主要是我省产业发展基金执行率提高.

２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经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审查批准

后,根据«预算法»规定,省本级预算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进行

了两次调整.２０２０年末,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６３７亿

元,与调整后预算一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９６２５４亿元,比

调整后预算８８７２４亿元增加７５３亿元,增加原因主要是增

加上年结转３９６２亿元(２０２０年７月已向省人大常委会备

案),中央转移支付补助增加６０６７５亿元,以及增加市县转移

支付补助相应减少省级支出５７１０７亿元所致.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６４９２６亿元,为

调整预算的１０１９％(以下简称为“预算”),比上年下降８５％

(下同);一般公共预算 支 出 执 行 ９１９７６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５６％,增长８６％.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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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１８亿元(税务部门组织完成４９０２６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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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差额主要是增值税留抵退税我省调库中央),为预算的

９８６％,下降１４１％,下降主要是受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和减

税降费等因素影响.其中:增值税完成１７４７６亿元,为预算

的９５９％,下降２２２％;企业所得税完成７６７９亿元,为预算

的９９７％,下降１４１％;个人所得税完成１１４３亿元,为预算

的１０５８％,增长３６％;资源税完成２１４８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０１％,下降７％;环境保护税完成３７８亿元,为预算的

９４５％,下降１１１％.

非税收入完成１６７４６亿元,为预算的 １１２８％,增长

１２２％.其中:专项收入完成１６４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６％,

下降３２３％,主要是水利建设专项收入因政策调整减少;行

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２９９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１％,增长

１３％;罚没收入完成３７０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５８％,增长

１９９９％,增幅较高主要是扫黑除恶罚没收入增加;国有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８３９２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６４％,增

长０３％;其他收入完成１４３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９２％,增长

６０７％,增幅较高主要是２０２０年劳动补偿费纳入一般公共预

算管理.

(２)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执行３４０５亿元,为预算的８７３％,

增长 ４２％;公 共 安 全 支 出 执 行 ８９０１ 亿 元,为 预 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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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４％,增长１３２％;教育支出执行１３５３９亿元,为预算的

９８３％,增长１８３％,增幅较高主要是高校改革以及支持民

办教育资金增加;科学技术支出执行１２９亿元,为预算的

９２５％,同口径增长０４％;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执行

１７６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４％,下降５３％;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执行２１４４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７％,增长３５％;卫生健

康支出执行３５４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３％,增长６９５％,增幅

较高主要是疫情防控方面的支出增加;节能环保支出执行

２８３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６％,增长１６７％;农林水支出执行

１１２８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４％,增长１５％;交通运输支出执

行１３１８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１％,下降１３６％,下降原因主

要是交控集团支持方式由资本金注入转为专项债券资金安

排;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执行１０７４亿元,为预算的

９５４％,下降２２５％,下降原因主要是自２０２０年起支持各市

县项目的新动能专项资金转列市县支出;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执行１１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９％,增长０４％;金融支出执行

２５９２亿元,为预算的７３３％,增长２５８９％,增幅较高主要

是金融企业改革化险支出增加;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执

行１２３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２％,增长１４％;住房保障支出

执行２３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６％,增长５１９５％,增幅较高主

要是住房货币化补贴增加较多;粮油物资储备支出执行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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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１％,增长１２％;债务付息支出执行１６４８

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２％,增长２０７％;其他支出执行１６４５亿

元,为预算的６０９％,增长２３１％,增幅较高主要是我省产业

发展基金执行率提高.

３中央对我省、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 中 央 对 我 省 转 移 支 付 ２１２０１７ 亿 元,增 长

２０５％.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９３３６７亿元,增长２２％,主

要是中央为应对疫情和地方减收影响,大幅增加了对地方的

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１８６５亿元,增长７１％.

省对市县转移支付２２４５２５亿元,增长２１６％.其中:

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８８９９７亿元,增长２４８％;专项转移支付

３５５２８亿元,增长７１％.省对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

转移支付的８４２％,进一步下沉了财力,为提升基层“三保”

能力、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１１５１９６亿元,为

预算的９６５％,下降２９％,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１０２５７２亿元,下降２９％;预算支出执行１７９１１３亿元,为预

算的８７８％,增长２３３％,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支

出９１２７３亿元,下降１８４％.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６８０２亿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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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１０３３％,增长３６４％,增幅较高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增加较多;预算支出执行２７２８４亿元,为预算的

９１５％,增长２５６３％,增幅较高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安排支出和债券安排支出增加较多.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１８９５８亿元,

为预算的１１５５％,增长１７７９％,其中产权转让收入１７１７８

亿元,增长３１３９％;预算支出执行１６８２亿元,为预算的

８７％,增长１７５％,主要是省级收支增加较多.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１６１９８亿

元,为预算的１４６２％,增长４０２１％,主要是省属国有企业产

权转让收入增加较多;预算支出执行１５４７亿元,为预算的

９５３％,增长６８５％,主要用于解决国企“三供一业”移交补

助等历史遗留问题及支持金融企业改革化险支出.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１７７４３６亿元,

为预算的１０３２％,下降７５％,主要是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

费;预 算 支 出 执 行 １９７３３３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７２％,增 长

７９％,主要是提高部分社会保障待遇标准.主要收支项目执

行情况如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８１４５４亿元,

支出１０２５９６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３５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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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支出３５９６４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９９３亿元,支出６８０４亿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

入２５８７３亿元,支出２３４０７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收入２０７３亿元,支出２０７４９亿元.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９１７０６亿

元,为预算的１０４７％,增长４２％;预算支出执行１１２６８１亿

元,为预算的９７４％,增长９６６％.收支增长主要是２０２０年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主要收支项目执

行情况如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８１４５４亿元,

支出１０２５９６亿元,收支均与全省一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基金收入５５６９亿元,支出５９９４亿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收入３１８亿元,支出２３８９亿元.

(五)债务情况

２０２０年财政部核定我省新增政府债务规模１０１８亿元,

其中:发行政府债券１０１４１亿元(省本级留用３２８亿元,转贷

各市６８６１亿元),着力增强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和防疫应急能

力,聚焦新型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支持交通、水利等

重大工程建设和城商行改革发展,补齐社会民生事业短板,全

力支持我省经济转型升级;政府外债举借规模３９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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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吕梁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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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３月,财政部下达我省再融资债券２６１５５亿元

(省本级留用２６亿元,转贷各市２３５５５亿元),用于偿还当年

到期政府债券,对缓解政府偿债压力、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发挥了积极作用.２０２０年底,我省又争取财政部再融资债券

１３３亿元,用于置换我省存量政府性债务.

２０２０年底,我省政府债务余额４６１２亿元,控制在政府债

务限额４８３３亿元之内.

(六)落实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预算决议情况

省财政认真落实省十三届人大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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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大力度支持高质量转型发

展,更加精准保障改善民生,更快步伐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持

续提升依法理财、民主理财、科学理财水平.

１全力以赴抗击疫情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全省财政系统紧急动员、迅速行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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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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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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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累计投入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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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５６７亿元,有力保障了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为

支持企业纾困发展、推动有序复工复产,制定实施一批阶段性

援企稳岗兜底等财税政策.中央和我省出台的各项减税降费

政策全部落实到位,全省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３３０亿元.

２确保全年财政收支平衡

积极应对疫情对财政收入的不利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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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

争取中央转移支付资金２１２０１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５％,增

加３６０７２亿元,其中争取特殊转移支付资金１９０５３亿元,规

模排名全国前列.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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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

级年初预算压减一般性支出６２５亿元,在预算执行中压减收

回非急需、非刚性支出６８２亿元,补充税收减收造成的收入

缺口,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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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４亿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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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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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聚焦“六新”推动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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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达资金２６４４亿元支持新能源汽车、物联网、云计算、数据

中心等增能提速.加大力度实施“１３３１”工程,统筹推进“双一

流”建设.下达人才经费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三

晋英才”支持计划等,促进我省高质量引才聚才.

４全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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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高风险县区全部纳入全国存量

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试点范围,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成效

明显,交通、棚户区改造等重点领域债务风险化解有力.建立

政府债务化解激励约束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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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政府投入在

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２０２０年各级财政安排专项扶

贫资金１５４亿元,其中省级安排５４３亿元,增长１０８％,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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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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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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

有效衔接.积极支持污染防治.将污染防治作为重点保障和

优先支出领域,省财政投入各类环保资金７５７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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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兜牢底线保基本民生

把“保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及时下达资金促进就业创业

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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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

每月提高２０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每年

提高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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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６８９１亿

元,兜住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

６提高财政预算管理水平

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成资源税地方立法任务.

在全国率先出台专项债券管理办法,实现专项债券项目全周

期和资金全过程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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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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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积极开展全省预算管理一

体化建设,建立全省单位会计核算科目体系、财政总会计核算

科目体系,出台省级基本支出预算管理、财政项目库管理和预

算调剂管理办法.实行零基预算,优化支出结构,打破基数概

念和支出固化格局,集中财力保障重点支出.出台了特殊转

移支付、均衡性转移支付、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转移支

付办法.出台省直部门公务用车租赁费、食堂运行费、办公区

室外绿化等预算支出标准.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推进

事前绩效评估,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加强事中绩效运行监控,

推动绩效评价扩围增效,制定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估管理办

法,编制了«省级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在省级

层面基本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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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看,２０２０年各项财政工作稳步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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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和全省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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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财政紧平衡是在中央财政增加赤字

和债务的短期支持下实现的,部分市县在疫情面前财政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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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吃饭财政回归,市县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加剧;在短期内,

我省对煤的依赖难以解脱,煤价涨跌对税收增减有直接和加

倍作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难以增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进

一步考验着财政的统筹协调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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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

２０２１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

年,是我省“转型出雏型”开局之年,做好财政预算工作至关重

要.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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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吸收并积极体现落实到了２０２１年预算草案中.

(一)２０２１年预算安排总体要求

一是收入预算实事求是、科学预测、打实打足.充分考虑

经济企稳向好、减税降费和“放管服效”改革效果显现、我省转

型发展态势良好等积极因素,科学合理制定收入计划.积极

组织做好财政收入工作,既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又依法征

收,加强税收征管,加大“腾笼换鸟”、两权价款清收和扫黑除

恶罚没收入入库力度,确保应收尽收.

二是支出预算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十

二字方针.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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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三公”经费预算,“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强化预算

结构性重塑,真正实施零基预算,加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力

度,在保障“三保”基本支出的前提下,更加突出保战略,集中

财力办大事,聚焦“六新”突破,强化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

强省,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

三是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积极争

取地方政府债券规模,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进度,加大对铁

路、公路、机场、水利工程、教育、医疗等公共基础设施支持力

度,带动有效投资,支持补短板扩内需.

四是全力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坚持市场化、法治化

原则,全力支持城商行和高风险农信社改革化险工作.积极

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防范化解隐性债

务风险,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确保财政安全运行.

五是加强预算信息化建设和预算绩效管理.提升全省财

政预算管理信息化水平,建成贯通中央、省、市、县的预算管理

一体化系统,实现对财政资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流程监

控,及时发现和纠正财政收支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将绩效管

理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加强绩效目标管理、

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大力削减或取消低效无

效支出,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二)２０２１年收支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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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２１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４１１３４亿元,比２０２０

年完成数增长５％.其中:税收收入１７７１亿元,增长８９％;

非税收入６４０３４亿元,下降４５％.

２０２１年 全 省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４７０２６９ 亿 元,增 长

３１％(同 口 径,下 同).资 金 来 源 为: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２４１１３４亿元,转移性收入１８３５４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收入４２３４亿元,预计上年结余、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等收入５２０９５亿元,减去上解中央和地方政府一般债

务还本等支出１０７３３亿元.主要项目安排情况是: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３９７６７亿元,增长０８％;国防支出４２９亿元,增长

０５％;公 共 安 全 支 出 ２３６４ 亿 元,增 长 １１％;教 育 支 出

７７７８８亿元,增长１０２％;科学技术支出７４５３亿元,增长

１４７％;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９６７４亿元,增长４３％;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８０６０２亿元,增长８４％;卫生健康支

出３９６６３亿元,增长５６％;节能环保支出２６９２８亿元,增长

９３％;城乡社区支出２８８３２亿元,增长２２％;农林水支出

５３５９亿元,增长３２％;交通运输支出２３３８６亿元,增长

１０％;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７６０８亿元,增长１２％;商

业服务业等支出１０６３亿元,增长２７％;金融支出６７亿元,

增长２８３８％;援助其他地区支出３６９亿元,与上年持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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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５３３３亿元,增长５９％;住房保障支

出８６３２亿元,增长５８％;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１５７亿元,增

长１８％;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３８４亿元,增长３１％;

预备费４６６６亿元,下降１６５％;债务付息支出８３亿元,增长

１１％;其他支出１０３５６亿元,下降６０１％.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６９８亿元,增长７５％.

其中:税收收入５３２３亿元,增长１０５％;非税收入１６５７亿

元,下降１１％.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９９０２３亿元,增长

４４％(同口径,下同).资金来源为: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６９８亿元,加上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收入１９１７５亿元,动

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３５８３亿元(２０１９年底前建立部分全

部动用),债务收入４２３４亿元,预计上年结余收入３９０１亿

元,调入资金７１８８亿元,减去上解中央和补助市县等支出

１９１４３３亿元.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３２７１亿元,增长１２％;公共安全支出８１８２亿元,下降

４４％;教育支出１３５５１亿元,增长１２２％,增幅较高主要是

新增高校“双一流”大学建设、独立学院转设等项目,省属院校

生均拨款改革经费增加等;科学技术支出２８７５亿元,增长

１４８％,增幅较高主要是科技专项资金和人才专项资金等增

加;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５９８亿元,下降１６２％,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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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主要是２０２０年一次性安排文旅集团注册资本金;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２３００１亿元,增长１３１％,增幅较高主要是财

政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缺口补助增加;卫生健康支出

２１９１亿元,增长１０３％;节能环保支出２３４１亿元,增长

０１％;农林水支出５０８７亿元,增长４７％;交通运输支出

１２７０４ 亿 元,增 长 ２０％;金 融 支 出 ６４９９ 亿 元,增 长

１１８６９％,主要是金融企业改革化险支出增加;自然资源海洋

气象等支出１３６８亿元,增长７％;住房保障支出１６６亿元,

下降３３１％,下降原因主要是２０２０年住房货币化补贴安排

以前年度缺口资金,２０２１年仅安排当年资金,以及棚户区改

造任务量减少补助资金相应减少;预备费１０亿元.

２０２１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１８７００９亿元,其中:一

般转移支付 １５９４０９ 亿 元,主 要 包 括 共 同 事 权 转 移 支 付

６３５９５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５８６３９亿元,固定数额补助

１４０９８亿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９９０９亿元

等;专项转移支付２１４２８亿元;对市县返还性支出６１７２

亿元.

２０２１年省级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预算３４２亿元,

较２０２０年预算减少００７亿元,同口径下降３％.其中:因公

出国(境)经费０３５亿元;公务接待费０４１亿元;公务用车购

置费及运行维护费２６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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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２１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１０８６９７亿元,加上中

央补助收入７１９亿元、预计上年结余收入１２３２９亿元、专项

债务收入６４３８亿元,收入总计１２８１８３亿元.其中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９５１６７亿元,下降７２％.全省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总计１２８１８３亿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１２２３１６亿元,调出资金 １６０２ 亿元,专项债务还本 支 出

４２６５亿元.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９１３８亿元,加上中

央补助和市县上解收入８５６亿元、预计上年结余收入２０１６

亿元、专项债务收入６４３８亿元,收入总计１８４４８亿元.省

级收入主要安排项目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５２３７亿

元,彩票公益金８０３亿元,车辆通行费６９８亿元,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基金２５４亿元等.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省级政府

性基金支出总计１８４４８亿元,其中省本级支出１６７４６亿元,

补助市县等支出１７０２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２１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２０４４亿元,加上

上级补助收入０４９亿元和预计上年结转收入１１０９亿元,收

入总 计 ２３２０２ 亿 元,其 中 产 权 转 让 收 入 ２００ 亿 元,增 长

１６４％.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２３２０２亿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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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６７０２亿元,增长３４４％,调出

资金６５亿元.收支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省属国有企业“腾笼换

鸟”产权转让收入增加及相应安排的支出增加.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０８亿元,加上上

级补助收入０４９亿元,收入总计２０８４９亿元,其中产权转让

收入２００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２０８４９亿

元,其中省本级预算支出１１８９亿元,增长１１０２％,主要用

于支持国企改革和金融企业改革化险支出等;补助市县支出

２７１９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资金

６２４亿元.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２０２１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２０６６３亿元,预算

支出２１１６６２亿元,收支缺口５０３２亿元通过基金历年结余

资金弥补.主要项目收支预算情况如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１０１４９９亿元,支出１１２５５２亿元;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３７４９１亿元,支出３８５３６亿元;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１０６８亿元,支出７２６８亿元;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２８２４５亿元,支出２５７２４亿元;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２２２８６亿元,支出２１９７４

亿元.

２０２１年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１２８１１亿元,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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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１２３０５亿元,收支缺口１０２３９亿元通过基金历年结余

资金弥补.主要项目收支预算情况如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１０１４９９亿元,支出１１２５５２亿元,收支均与全

省一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６２１３亿元,支出

６２０５亿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３３７９亿元,支出

２６３７亿元.

三、完成２０２１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２０２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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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牢记领袖“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

来”的殷殷嘱托,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按照省委

“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以及省委十一届十次、十

一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抓构建新发展格局

机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为统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

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

统观念,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

展和安全,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十二字方

针,提质增效、更可持续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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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加大优化支出结构力度,统筹抓好“六稳”“六保”和“六

新”发展,全面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精打细算,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预算,实施

零基预算,“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健全绩效为导向的预算

分配体系,有效化解政府存量债务和隐性债务,加快建立现代

财税体制,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努力提升财政治理

效能.

具体来讲,就是要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凝心聚力做好以

下五方面工作.

(一)全力确保财政持续平稳运行.始终保持清醒认识,

充分估计各类风险、矛盾和不确定性,采取强有力措施,确保

财政持续平稳运行.

全力抓好收入组织.多管齐下、开源节流,协调税务部门

做好税收组织工作,挖掘增收潜力,确保应收尽收;公益一类

事业单位收入,原则上按照非税收入政策全部纳入财政预算

统筹管理;督促司法部门加快扫黑除恶案件审判和涉案资产

移送进度,确保扫黑除恶罚没收入应缴尽缴;协调自然资源部

门加大矿业权出让收益征缴力度,加强对欠缴两权价款的征

缴,争取超额完成征收任务;督促推进省属企业改革,争取实

现更多国有产权转让收入.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大财政拨

款与部门结转资金、部门事业收入的统筹力度,盘活国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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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产,提升财政保障能力.加强跨年度收入统筹,提高年度

间均衡性和稳定性.

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把严把紧预算支出关口,深

入挖掘节支潜力,坚决把一般性支出压下来,能不花的钱不

花.对于资金使用绩效不高的项目坚决砍掉,对预算执行进

度慢的项目资金到期收回,把更多宝贵的财政资源用在刀

刃上.

切实兜牢“三保”底线.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

优先顺序,加大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力度,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推动财力向困难地区倾斜,逐步建立基层“三保”长效保障机

制.进一步落实“三保”预算事中监控机制,及时掌握基层财

政运行状况,及时调度资金,确保全省基层财政稳健运行.

继续争取中央支持.在争取工作的前瞻性、及时性、精准

性上下功夫,深入研究国家政策出台趋向,把准争取中央支持

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协同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

申报,有理有据反映我省诉求,精准发力沟通对接,推动更多

重点项目、重大改革、重要政策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大

盘子.

(二)全力支撑全省经济高质量转型.聚焦战略任务安排

财政资金,聚焦战略实施发挥财政职能,把财政工作深度融入

全省发展战略和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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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按照中央部署和统一安排,继续实

施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同时加大各类违规涉企收费整治力

度,坚决防止弱化减税降费政策红利.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大力争取和安排使用好中央预算内

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重点支持我省转型发展重大项目.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作用,

推进PPP项目规范发展,引导和撬动民间投资,激发全社会

投资活力,合力推动转型项目建设.

大力支持“六新”发展.紧扣“转型出雏型”的重要阶段性

战略目标,通过省级统筹整合资金、安排债券资金、引导市县

投入,加大财政政策资金投入力度,全力支持我省“六新”、创

新和高校建设.同时,支持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和提质增

效.科技、工信、发改、教育等部门在分配有关专项资金时对

引力波探测等大科学装置及科技创新重大事项予以优先支

持.鼓励综改示范区出台招商引企奖励优惠政策,特别是增

强对独角兽企业、企业总部入驻山西的吸引力.充分发挥企

业的创新主体作用,以１４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为重点,支

持领军企业组建有高校和科研院所参加的创新联合体,带动

中小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支持广泛开展“双创”活动,完善“双

创”政策,发挥智创城平台作用,支持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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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完成省属金融、文化企业定机构、定职

数、定员额、定机制、定薪酬、定任期改革.落实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３０条”“２３条”等措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全省融

资担保体系建设,与国家融担基金加强合作,发挥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作用,切实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

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建立稳定的污染防治投入机制.深

入推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支持按期完成汾河

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巩固冬季清洁取暖

试点成果.

(三)全力推动脱贫成果巩固拓展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抓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有机贯通,帮扶政策保

持总体稳定,分类调整优化,留足政策过渡期,推动超常规举

措向常态化帮扶转变,阶段性攻坚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促进农

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保持财政支

持政策和资金规模总体稳定,重点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任务重、乡村振兴底子差的地区倾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

展.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巩固“两不愁三保

障”成果,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支持脱贫地区乡

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持续改善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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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

策,统筹地方财力支持“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融资资金偿还.

管好用好产业、生态、光伏等扶贫项目资产,确保农民持久

受益.

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加快推进一产高质量发展,扩规模、

降成本、优品质、畅渠道.支持实施农业“特”“优”战略,持续

推进三大省级战略、五大平台建设,发展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

十大产业集群,继续推进有机旱作农业发展,大力支持“山西

药茶”品牌建设和产业提档升级.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继续抓好农田水利及高标准农田建设,支持育种基础性研

究和重点育种项目,支持开展良种攻关、打造种业产业,稳定

粮食生产.推进实施省级政策性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产

量保险、收入保险和未转移就业收入损失保险试点.支持实

施乡村建设行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完善水电路气

网和物流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

育等公共服务水平.探索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加快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新型职业农民.

(四)全力加强普惠性民生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注重对关键时点、

困难人群的帮扶,切实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兜牢基本民生

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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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保障就业资金持续稳定投入,统筹

用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等,深入实施“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全

民技能提升工程,加大对重点群体就业的帮扶,推动稳住就业

基本盘.

大力支持教育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全力支持高校和科研

院所高质量发展.推动“１３３１”工程提质增效,优化高校布局,

支持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和中北大学率先发展,加快推进

“双一流”大学创建步伐.支持加强基础教育,构建优质教育

体系.支持发展文化事业产业,健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

保障机制,稳步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积极支

持承办高水平体育赛事.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完善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政

策.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保障水平,增强突发重大传

染病应对处置能力.支持实施“１３６”兴医工程,实施“四个一

批”科技兴医创新计划,培育升级重点实验室,突破关键新

技术.

加强社会保障.做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准

备工作,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

实施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适当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做好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优抚安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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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五)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紧盯薄弱环节,坚持问题

导向,稳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积极完善财税体制.做好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立

法工作.出台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推动各级政府事权、支

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

健全预算管理制度.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实施条例,进

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预算执行动态监控

管理,严控向实有资金账户划转资金,提高财政资金运行安全

性、规范性.加快预算支出标准化建设,加快建设分行业、分

领域、分层次的预算支出标准体系,今年通用类标准力争达到

３０项左右.建成贯通中央、省、市、县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

统,提升财政预算管理信息化水平.扎实推进政府采购制度

改革,加强和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推进实施非税收入收缴电

子化改革.完善直达资金管理机制,优化分配流程,加大监督

力度,确保惠企利民.进一步完善项目库建设,加强资金和项

目对接,结合财力状况、轻重缓急、实际需求、绩效情况等,科

学细化预算编制.推进预算安排与绩效评价结果、审计意见、

执行进度等挂钩.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夯实预算绩效管

理制度基础,健全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体系,推动绩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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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在全面公开政府和部门预决

算的基础上推进单位预决算公开,更加自觉接受公众监督.

防范化解风险.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充分发挥政府

债券有效拉动投资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强化债券

发行使用管理,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和市场推介,推动一批

符合条件的专项债券项目市场化配套融资.用好化债奖惩机

制,引导和监督高风险市县尽快压减债务规模,有序开展存量

政府债务再融资工作,逐步降低债务风险水平.坚持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全力配合做好城商行和高风险农信社改革化险

工作,支持建立全覆盖、穿透式监管体系.

强化财政监督管理.积极探索财政监督的新形式新途

径,加强和改进预算管理监督.建立健全以政府部门财会监

督为主导的体系框架,加大财会监督与其他监督的贯通协调.

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落实,加强内控报告编制审

核和检查力度,提升财务管理监督水平.推动会计准则高质

量实施,进一步加强会计评估行业监管,持续提升中介机构执

业质量.提升财政监督水平,强化成果运用,确保各项财经制

度严格落实、重大财税政策落地见效.

各位代表,做好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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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做好财政预算各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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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奋力夺取“十四五”转型出雏型开局新胜利,以优异成绩庆

祝建党１００周年!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秘书处 ２０２１年１月印３３００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