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

六次会议文件(２２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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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志远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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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予

审查,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高举伟大旗帜,牢记

领袖嘱托,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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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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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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顺利实现“十四五”良好开

局.与此同时,全省财政部门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

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

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不折不扣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

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的要求,加力支持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

民生改善,加快深化财政改革,加强风险防范化解,为全省经

济稳步向好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全省预算经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后,各

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相继批准了本级预算,省政府于２０２１年６月

汇总各市县预算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备案,备案的２０２１年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２４４０９６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４８７５８７亿元.预算执行中,受全省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煤炭等

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以及上年基数较低等因素叠加影响,部

分市县调整了收支预算.经汇总,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

为２５４２６３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５５４７３３亿元.

２０２１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２８３４６１亿元,为调

整预算(以下简称为“预算”)的１１１５％,比上年(下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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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主要是２０２０年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２０２１年煤炭行

业拉动作用较强.税收收入完成２０９４７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９２％,增长２８８％,其中:主体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 所 得 税、资 源 税 分 别 增 长 ２８９％、３４１％、２２４％、

３７６％.非税收入完成７３９９１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８５％,增

长１０３％.其中:专项收入完成２０８５６亿元,增长３３４％;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９８０３亿元,下降１１４％;罚没收

入完成１１５８４亿元,增长２４２％,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收入完成２２９３０亿元,增长０１％.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５０４８０７亿元,为预算的

９１％,下降１２％,主要是市县国库集中支付结余不再按权责

发生制列支的政策性因素影响.其中:教育支出执行７７５９３

亿元,增 长 ５７％;科 学 技 术 支 出 执 行 ８３５６ 亿 元,增 长

２６９％;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执行８８６０９亿元,增长９５％;

卫生健康支出执行４１６７５亿元,下降３９％;节能环保支出

执行２１４１８亿元,下降１７７％,降幅较大主要是新能源汽车

补贴清算资金减少,项目资金执行进度慢;城乡社区支出

４３５５４亿元,下降８６％,降幅较大主要是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减少;农林水支出执行５１４１亿元,下降２１２％,降幅较

大主要是受易地扶贫搬迁还款周期波动因素影响,全省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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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应还债券及贷款规模减少;住房保障支出执行１４０７１亿

元,增长１７２％.

２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８６０７５亿元,为

预算的１２３３％,增长３２６％.其中:税收收入完成６４１３５

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０５％,增长３３ ％,主体税种增值税、企业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分别增长２９％、３０９％、２２４％、

３８６％.非税收入完成２１９４亿元,为预算的１３２４％,增长

３１％,增幅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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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１５亿元,为

预算的９２３％,增长１４４％.其中:教育支出执行１６８８６亿

元,增 长 ２４９％;科 学 技 术 支 出 执 行 ３０５８ 亿 元,增 长

１３７７％,增幅较高主要是２０２１年安排科技重大项目资金较

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执行２６１３２亿元,增长２１９％;卫

生健康支出执行３２６６亿元,下降７９％,下降原因主要是

２０２０年抗疫支出较多;节能环保支出执行２１３７亿元,下降

２４７％,降幅较大主要是清算新能源汽车补贴资金量减少;农

林水支出执行１０６３亿元,下降５８％,下降原因主要是受易

地扶贫搬迁还款周期波动因素影响,２０２１年度应还债券及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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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规模减少.

２０２１年中央对我省转移支付２０６７８１亿元,同口径(下

同)增长７２％.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８５８８３亿元,增长

６６％;专项转移支付２０８９８亿元,增长１２７％.

省对市县转移支付２０９３６８亿元,增长４５％.其中:一

般性转移支付 １７６６０２ 亿元,增长 ７１％;专项转移支 付

３２７６６亿元,下降７８％.省对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

转移支付的８４３％.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９８０４９亿元,为

预算的７８６％,下降１４９％;预算支出执行１３５５９９亿元,为

预算的７９６％,下降２４％.收支下降主要是土地出让情况不

及预期.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５３８３亿元,为

预算的５８９％,下降２０９％;预算支出执行１６０９１亿元,为

预算的７３９％,下降４１％.收支下降主要是土地出让情况不

及预期.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９５９９亿元,为

预算的３７％,下降４９４％;预算支出执行８５９５亿元,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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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４３９％,下降４８９％.收支下降主要是产权转让收入不及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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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支出执行４８１４亿元,为预

算的４１７％,下降５５３％.收支下降主要是产权转让收入不

及预期.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２２５３３２亿元,

为预算的１０７６％,增长１７２％;预算支出执行２１８１１８亿

元,为预算的１０２６％,增长１１１％.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１２４０３６亿

元,为预算的１１０％,增长２３５％;预算支出执行１２５７６１亿

元,为预算的１０２２％,增长１２５％.收支缺口通过基金历年

结余资金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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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９６１亿元,支出１１３３８９亿元;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６９５２亿元,支出６９２８亿元;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３３０６亿元,支出２３８亿元.

(五)债务情况

１总体情况

２０２１年我省争取到各类政府债券规模１１５１１３亿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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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径增加２４５８亿元,增长２２％,其中:新增债券８４４亿元

(一般债券２６１亿元,与全国同比例下降１６％;专项债券５８３

亿元,在全国下降２７％的背景下我省逆势增长５４％);再融

资债券３０７１３亿元,比上年增加４５５８亿元,增长１７４％,用

于偿还到期债券本金.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底,财政部下达我省政

府债券额度全部发行完毕.

２０２１年,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５４１３６６亿元,较上年增加

８０１０１亿元,其中:发行新增政府债券８３９１６亿元(政府外

贷４８４亿元无需发行),自有财力和项目收益偿还政府债券

３８１５亿元.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政府债务率为７２％,低于

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率,风险水平总体可控.但政府债务区域

分布不均衡,全省政府债务主要集中在市本级.

２新增债务用途

２０２１年,一般债务限额在优先保障乡村振兴、基础教育、

污染防治等重大战略前提下,统筹考虑综合财力、债务风险等

因素进行分配,重点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专项债务限额

在优先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三个一号旅游

公路、转型综改示范区等方面重点项目建设的前提下,综合考

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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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配,为各级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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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落地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全年省本级留用２２７６９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８５２３亿元,专项债券１４２４６亿元;转

贷市县６１６３１亿元,其中:一般债券１７５７７亿元,专项债券

４４０５４亿元.

(六)落实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预算决议情况

省财政认真落实省十三届人大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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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收支保平衡,聚焦重点促发展,夯实基础利民生,加快

步伐推改革,精准施策防风险,全力服务保障我省全方位推动

高质量发展.

１多措并举开源节流,确保全省财政平稳运行

下大力气抓好收入组织,逐月分析收支形势、传导责任压

力,切实找准抓收入、促支出的方法路径.建立两权价款滚动

征收机制.出台扫黑除恶涉案罚没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对

２０２１年预算进行结构性重塑,压减一般运转类项目支出８１

亿元,取消压减政策到期项目和绩效评价不合格项目１１８亿

元,压减收回未按期下达资金９４亿元,统筹用于支持保障我

省重大战略.做细争取中央支持工作,针对性制定争取中央

支持重点项目清单,建立项目入库评审和滚动管理机制.

２０２１年,争 取 中 央 转 移 支 付 ２０６７８１ 亿 元,同 口 径 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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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争取各类政府债券规模１１５１１３亿元,同口径增长

２２％.特别是会同相关市和部门多方发力,争取到北方地区

冬季清洁取暖项目２７亿元、海绵城市示范项目１０亿元、国土

绿化试点示范项目１５亿元、国家级农业现代产业园项目１

亿元.进一步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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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有效缓解了基层财政收支压力.

２主动服务高质量发展,努力彰显财政保战略职能

严格落实国家和我省制度性、结构性减税政策,减免７项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３项政府性基金,建立和实施了收费目录

清单和涉企非税收入负面清单制度,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

１５０亿元.完善省对县级、开发区财政奖补政策,加大奖补力

度,“十四五”期间县级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税收省级分成比

２０１９年增加部分全部予以奖励,市管开发区所有行业税收省

级分成比２０２０年增加部分全部予以奖励.加力支持科技创

新,全省科学技术支出执行８３５６亿元,增长２６９％,集中财

力推进创新平台建设,大力推进“１１１”“１３３１”“１３６”等创新工

程.聚焦“六新”突破,重塑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预算体系,建立

以绩效为导向的财政支持机制.充分发挥技改资金和促进数

字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的引领和撬动作用,全面实施八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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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专项,加快推进５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产业发展.多

渠道筹集资金支持省属国有企业产业转型、化解风险、做优做

强.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壮大规模、开展股份制改

造和“专精特新”发展.加强与国际多双边机构合作,推进能

源、生态环境等领域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助力高质量

发展.

３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有效发挥财政保基本作用

进一步加大惠民力度,民生支出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的７８７％.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下达资金６５６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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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振兴专项资金２１亿元,重点支持三大省级战略和五大平台

建设,发展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分级公开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政策清单,制定“一卡通”操作

规则,资金管理更加透明.全力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２０２１

年全省累计投入疫情防控财政资金２８０１亿元.制定防汛救

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支持政策,积极推动农业保险理赔,全力支

持因灾受损农房修缮重建,同时建立专门通道加强防汛救灾

资金全链条监管,确保每一笔资金都可追溯.持续加大教育

投入,省本级教育支出执行１６８８６亿元,增长２４９％.设立

“双一流”建设引导资金,推动省内高校加快“双一流”大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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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步伐.建立省属中小学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支持“双

减”政策落地落实.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支持公共卫

生服务体系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稳步提升我省领军临

床专科和整体医疗水平.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我

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向６５岁、８０岁以上居民倾斜性增

发补充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省纳入

“三保”预算事前审核范围的县(市、区)扩大至５０个,切实保

障“三保”支出足额列入预算,从源头上兜住“三保”底线.

４蹄疾步稳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提请省政府印发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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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跨

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办法.健全完善地方

税体系,完成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立法工作,契税税率

确定为法定最低税率３％并明确了减免税政策,规定了城市

维护建设税纳税人所在地政策.坚持零基预算原则,２０２２年

省级预算编制取消政策到期及一次性项目７７亿元,取消或压

减财政绩效评价不高的项目２２亿元.出台全省财政专项资

金监管办法.扎实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全面提高预算

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水平.深入推进政府采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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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性改革,实现政府采购业务“全程在线、一网通办”.出台

省级大额项目支出财政事前评估细则,修订第三方机构参与

绩效管理工作相关办法,对县级财政预算管理实施绩效考核

通报奖励.持续加强财会监督,扎实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加快高端会计人才培育,推动会计事业高质量发展.

５坚决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统筹做好政府债券促发展和防风险两方面工作.建立新

增债务限额“项目＋切块＋因素”分配办法,积极用好政府债

券资金,重点支持“两新一重”、乡村振兴、生态环保、教育医疗

等方面建设.成功发行全省首批柜台债,拓宽了政府融资渠

道.建立专项债券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机制.稳步推进

专项债券项目穿透式监测试点.建立政府债务常态化核查审

计工作机制.严格履行出资人职责,完成省属金融资本产权

登记工作,制定了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实施规定、财政部

门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工作指引、省属金融企业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管理办法等制度,构建起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四梁八

柱”.扎实开展省属金融企业“六定”改革.拨付山西再担保

集团资本金,推动全省融资担保体系建设.为城商行风险处

置提供资金支持、出台配套政策,全力支持山西银行挂牌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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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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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成绩的同

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当前财政工作中存在一些不足和问

题.比如,财政增收基础不稳,收支矛盾依然突出;优化支出

结构的力度还不够大,财政资源统筹能力还不够强,宝贵的财

政资金还有浪费现象;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机制、放大资金乘数

效应的措施工具还不够丰富,等等.我们高度重视这些问题,

正在采取措施认真解决.

二、２０２２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精神、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做好财政预算工

作至关重要.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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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预算草案中.

(一)２０２２年预算安排原则

一是坚持科学预测收入.充分考虑我省经济发展良好态

势,以及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科学合理制定收入计划.积极组

织做好财政收入工作,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加大两权价款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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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力度,确保应收尽收.

二是坚持全面实施零基预算.部门预算支出按照项目和

预算支出标准逐项核定,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优化

预算支出结构.实行“四个取消”,取消部门单位预算基数,取

消单位项目支出安排与收入挂钩,取消政策到期项目、一次性

项目、没有中央或省委省政府政策依据的项目、与我省高质量

发展规划匹配度不高的项目,取消先确定项目预算总额再确

定具体项目的编制方式.坚持“六个结合”,将预算安排与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相结合、与预算执行进度相结合、与绩效管

理相结合、与项目细化程度相结合、与存量资金规模相结合、

与审计查出问题相结合.

三是坚持预算统筹保大事要事.紧紧把握项目核心这个

关键,盘活各类财政资金、国有资源和资产,统筹一切资源,聚

焦战略任务安排财政资金.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压减非急需、

非刚性等一般性支出,原则上非刚性运转类支出压减１０％.

四是坚持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争取更多地方政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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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支持力度,带动有效投

资,支持补短板扩内需.

五是坚持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坚持市场化、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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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支持地方金融企业改革化险和提质增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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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是坚持强化预算规范和绩效管理同步推进.加快建设

全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统一数据标准,实现对财政资金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流程监控,通过信息化手段规范加强

预算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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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收支预算

１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２２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００４６８亿元,比２０２１

年完成数增长６％.其中:税收收入２２９６亿元,增长９６％;

非税收入７０８６８亿元,下降４２％.

２０２２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５６１１６４亿元,同口径

(下同)增长８７％.资金来源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００４６８

亿元,转移性收入１９０３７１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１１４

亿元,预计上年结转、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收

入６６８０３亿元,减去上解中央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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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７８７８亿元.主要项目安排情况是:教育支出８５６８２亿

元,增长１０３％;科学技术支出１０６５４亿元,增长１０５％;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９０２８７亿元,增长１０２％;卫生健康支出

４２９４７亿元,增长６３％;节能环保支出２３５２４亿元,增长

３２％;城乡社区支出３３４４２亿元,增长９４％;农林水支出

６２５９４亿元,增长１０７％;住房保障支出１４７１５亿元,增

长９３％.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６１亿元,与上年基本

持平.其中:税收收入６９６亿元,增长８５％;非税收入１６５亿

元,下降２４８％,主要是扫黑除恶罚没收入减少.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１１８８７亿元,增长

６１％.资金来源为: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６１亿元,加

上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收入２０１０５４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６０８６亿元,债务收入１１４亿元,预计上年结转收入

５０６８亿元,调入资金６７２６亿元,减去上解中央和补助市县

及债务转贷等支出２０４５４７亿元.主要项目安排情况是:教

育支出１４９２９亿元,增长９％;科学技术支出４０４２亿元,增

长１４５％;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２６００７亿元,增长１３％;卫

生健康支出２３４８亿元,增长１１％;节能环保支出２２１３亿

元,增长５％;农林水支出７４２１亿元,增长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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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１９２３３５亿元,其中:一般性

转移支付１６７９６４亿元,主要包括共同事权转移支付６３７７

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６０６１３亿元,固定数额补助１４４５５亿

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１０８４６亿元等;专项转

移支付１８１９９亿元;对市县返还性支出６１７２亿元.

２０２２年省级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预算３３５亿元,

较２０２１年预算减少００７亿元,下降２％.其中:因公出国

(境)经费０３４亿元,公务接待费０３７亿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及运行维护费２６４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２２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１０６７９７亿元,加上中

央补助收入１０４３亿元,预计上年结余收入２６２１６亿元,专

项债务收入２４１亿元,收入总计为１５８１５６亿元,其中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９１２９５亿元,增长１２３％.全省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总计１５８１５６亿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１４８９７２亿元,调出资金８５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８３３４

亿元.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１１８１９亿元,加上

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收入１４５７亿元,预计上年结余收入

１５３５亿元,专项债务收入２４１亿元,收入总计３８９１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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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主要安排项目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７４３７亿元,

彩票公益金８１亿元,车辆通行费７１８亿元,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基金３亿元等.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省级政府性基金

支出总计３８９１１亿元,其中省本级支出１８９４６亿元,债务转

贷支出１７１亿元,补助市县等支出２８６５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２２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１９８１亿元,加上

上级补助收入２４５亿元和预计上年结转收入３１８６亿元,收

入总 计 ２５４１２ 亿 元,其 中 产 权 转 让 收 入 １９１ 亿 元,增 长

３６７％.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２５４１２亿元.其

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８０９８亿元,增长０３％;调出资

金７３１４亿元.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基数较低,２０２２

年产权转让收入增加.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００亿元,其中:

利润收入１０亿元,产权转让收入１９０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

入２４５亿元,收入总计２０２４５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总计２０２４５亿元,其中省本级预算支出１４０亿元,增

长１７７％,主要用于设立国有企业发展基金和支持国企改革

发展;补助市县支出２４５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保障

和改善民生资金６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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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２０２２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２３３５５７亿元,预算

支出２３２２８３亿元,本年收支结余１２７４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２５９１５９亿元.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２６１１７亿元,预

算支出１３５４２４亿元,收支缺口９３０７亿元通过基金历年结

余资金弥补.主要收支项目预算安排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１１３６１９亿元,支出１２４３２１亿元;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７０２４亿元,支出７０１８亿元;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收入３５０１亿元,支出２４８４亿元.

５债务情况

财政部已下达我省２０２２年提前批新增政府债券额度

３５５亿元,其中:一般债券１１４亿元,专项债券２４１亿元.一

般债券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专项债券以对应的政府性

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省本级拟留用１１０５亿元,其中:一般

债券４０５亿元,拟用于河道防洪能力提升２０亿元,城镇排水

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６０８亿

元,三个一号旅游公路等１２９２亿元,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

１５亿元.专项债券７０亿元,拟用于集大原及雄忻铁路２０

亿元,汾石及临浮高速公路１７亿元,武宿机场三期改扩建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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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六条国省干道改造１０亿元,大水网工程５亿元,转型综

改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１０亿元.其余２４４５亿元拟转

贷市县,其中:一般债券７３５亿元,专项债券１７１亿元.

我省未来三年到期债券比较均衡,偿债风险可控.２０２２

年到期６６４０８亿元(省本级９９１４亿元),其中:本金４７７０１

亿元,利息１８７０７亿元;２０２３年到期６４４０８亿元(省本级

１０６１亿元),其中:本金４７４３１亿元,利息１６９７７亿元;２０２４

年到期６５７３６亿元(省本级１４６３５亿元),其中:本金５０３２１

亿元,利息１５４１５亿元.

三、完成２０２２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２０２２年财政工作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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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全会精

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财政经

济工作的总体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

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

机遇,按照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工作矩阵,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

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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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的要求,认真落实新的减税降费政策,

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强财政资源统筹,

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推动财力下沉,优化支出

重点和结构,增强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坚持党政机关过紧

日子,严肃财经纪律,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提高财政支

出的精准性有效性;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现代

税收制度,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健全政府依法适度举债机

制,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具体来讲,将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

(一)抓基础支撑,全力推动发展稳增长

增强财政重大战略任务保障能力,将更多工作着力点放

在强投资支撑、提产业质效、保市场主体、增发展动能上.

提升投资强度.围绕产业转型、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社会

民生项目,以及新基建布局、“一群两区三圈”城乡区域发展新

布局等项目,想方设法加强资金供给,不断拓展资金来源渠

道.充分发挥财政建设资金的撬动作用,用好中央和我省基

本建设资金,引导带动民间投资.加强与主管部门协同配合,

梳理项目资金需求,提高项目储备质量,优化债券资金使用,

拉动有效投资.不断创新投融资方式,保持适度的市场化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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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投放力度,加大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工具配合力度,支持重点

项目建设.进一步规范PPP项目管理,尽快拿出一批收益预

期好、适合民间资本投资的优质项目,鼓励民间资本通过组建

联合体投标等方式推动PPP项目建设,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健康发展.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支持推进５G 智慧矿山建设,依法

合规加快释放先进产能.大力支持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支持开发利用地热资源.省级

继续安排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采取贴

息、补助奖励等方式,对智能制造示范、技术创新提升、绿色制

造推广、制造互联融合、军民产业融合、工业转型强基、服务制

造创新、公共平台建设等八大工程技改项目给予支持,推动传

统优势产业内涵集约发展.

扎实推动区域发展.出台全面推动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发

展的一揽子财税支持政策,拿出“真金白银”,在完善财政投入

机制、创新财政投入方式等方面下功夫.建立支持太忻一体

化经济区发展大事要事保障清单,统筹资金优先保障区域内

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实降低城镇土地

使用税、契税、房产税等方面的税收负担政策.加大政府债券

保障力度,对重大项目给予政府专项债券优先支持,推进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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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专项债券,全力支持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强势起步.大力

支持转型综改示范区加快发展,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科技创新、

科技成果转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推动综改区进一步发挥好排

头兵作用,促进与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协同联动,双向发力.

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企业苦练内功、提质

增效,坚持主强辅优、分灶吃饭.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加强核

心技术、关键技术掌握运用,提升核心竞争力.认真履行出资

人职责,健全省属金融、文化企业以效益为中心的考核体系.

加快健全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制度体系,支持国有金融

企业通过上市募股、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市场化方式增强资本

实力,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加快培育市场主体.认真落实好大规模、阶段性、组合式

减税降费政策,特别是加大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

等的支持力度,确保各项税费优惠政策不折不扣、高效高质落

地生根.研究提出我省强化市场主体倍增财税支持若干措

施,通过奖励、补贴补助和政府优先采购等方式,支持高新技

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省级以上创业创新平台和电商、文旅

小镇等方面建设;设立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天使投资基金

和推进企业上市倍增投资基金,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鼓励扶持

“云会计”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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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成本.

(二)抓创新引领,支持增强高质量发展驱动力

把创新摆到核心位置,全力推动集聚创新资源,催生创新

成果,以创新牵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经济社

会全面进步.

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支持实施千亿产业培育

工程,进一步加快运作产业投资基金,加强政府投资基金资产

管理,提高政府引导资金使用效率,加快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业

发展,重点支持新材料产业和数字产业发展.支持实施全产

业链培育工程,采取落户奖励、营收增量奖励等方式,培育引

进一批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助力打造重点产业链及延链补

链强链.支持实施高成长性企业培育工程.加大“专精特新”

“小巨人”等企业培育力度.省级财政继续给予“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一次性奖励,鼓励有条件的市设立“专精特新”奖补资

金,对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和省以上“小巨人”企业给予奖励.

用好创投、风投和政府引导基金,全力培育一批“隐形冠军”

“单项冠军”.支持实施未来产业培育工程,以现有产业未来

化、未来技术产业化为方向,支持超前布局量子产业、碳基芯

片、人工智能等产业,抢占发展前沿.

促进转变发展方式.全力推动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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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为重点,支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设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两

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加大对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支持力度,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

用,完善多元投入机制,支持促进节能减排和发展可再生能

源.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开展大规

模国土绿化行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全力推动培优创新生态.高质量推进“１１１”“１３３１”“１３６”

等创新工程.进一步优化科技投入结构,持续提高 R&D投

入强度,支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引进风投、创投,引导企业和

社会资本加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投入.研究建立省级保险

补偿机制,积极推广应用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产品.强化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滚动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落

实好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７５％提升至１００％

税收优惠政策.抓好人才引进培养和松绑减负赋权,全面落

实财政人才政策,支持打造各类人才集聚平台.改革完善省

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探索实施科研经费预拨制度,畅通

经费拨付渠道,改进科研经费结余资金管理,赋予科研人员更

大的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激发创新活力.

(三)抓服务三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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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要素

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源条件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

安排,稳住农业基本盘.

建立乡村振兴投入保障机制.加大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力

度,“十四五”期间,省财政每年安排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

重点保障乡村特色产业、人居环境整治、绿色生态发展、美丽

乡村建设等方面任务.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

例,每年增加６个百分点,到２０２５年占比达到５０％以上.扩

大政府债券用于农业农村规模,一般债券优先安排乡村振兴

领域公益性项目,专项债券逐步提高用于农业农村份额.强

化资金引导撬动作用,优化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动态调整贴息

奖补、业务奖补、担保费用补助等政策.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安排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专项资

金,重点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重、推进乡村振兴底子薄的

地区倾斜.坚持做好防止返贫监测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

支持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支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完

善农业补贴政策,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继续推进主粮作

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扩大现有中央及省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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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险种的保障覆盖面,鼓励引导加快推进县级特色农业保险

发展.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标杆项目建

设,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发展,大力推进晋中国家农

高区(山西农谷)建设.加快发展定制农业、农村电商、乡村旅

游等新业态,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持续推进乡村建设.做好受灾群众和困难群众民生保

障,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支持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

境,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

(四)抓改善民生,持续补短板增福祉

进一步强化公共财政属性,财政资金进一步向民生和社

会事业倾斜,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快补齐民生

短板.

坚持做好就业促进工作.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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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力支持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支持山西大学、太原理

工大学、中北大学率先发展,着力提升“双一流”建设水平,深

化省校合作１２大基地建设.支持加快实施职业院校“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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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足额保障高职扩招经

费和学生资助补助经费,推动我省职业教育提档升级.认真

落实国家关于义务教育“双减”和规范民办教育等有关政策,

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措施.加大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投

入,加强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持续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足额安排学生资助经

费,支持督促各级落实国家学生资助政策,扎实推动教育

公平.

统筹推进健康山西建设.加强对全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防控和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建设的支持,强化基层卫

生防疫能力.加大公立医院补助,支持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推进领军临床专科、重点医学实验室和卓越医学团队建

设.支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积极推进“５G＋远程医

疗”试点,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适当增加公共卫

生领域和疾病预防控制方面投入,支持由“治已病”向“防未

病”转变.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大财政对社保基金补助,

夯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积极做好全国统筹相

关工作.制定出台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相关配套政策.落

实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强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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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制度.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实施“五个一批”群众

文化惠民工程,支持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体育场等公益场

馆免费开放,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五)抓改革破题,持续提高财政治理效能

严格落实我省新出台的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做好“收、支、管、防”四方面工作,进一步挖掘潜力、

提高效率、释放活力,更好服务保障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

发展.

加大收入统筹力度,增强财政保障能力.更大力度争取

中央支持,精准把握中央政策资金支持的方向重点,开发储备

一批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好项目、大项

目,全力争取新的高含金量资金政策.密切与税务及非税收

入主管部门协调配合,针对性堵塞征管漏洞,确保各项收入应

收尽收.规范政府收入预算管理,严格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

策,严禁收取过头税费、违规设置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

加强政府性资源统筹管理,将各类政府性收入按规定全面纳

入预算,强化“四本预算”统筹衔接.强化部门和单位预算管

理,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盘活各类存量资源,完善结转结

余资金收回使用机制,建立健全财政存量资金与预算安排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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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结合的机制,继续实施预算执行进度考核通报和奖惩制度,

有效控制新增结转结余资金.探索建立公物仓推动国有资产

共享共用,完善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收拢拳头凝聚力量,

持续增强财政统筹保障能力.

深入推进支出改革,增强财政配置资源效能.坚持“小钱

小气、大钱大方”,不断完善过紧日子的制度体系,建立节约型

财政保障机制,将培训费、会议费、差旅费、“三公”经费等该减

的减、该压的压,定期评估过紧日子落实情况,严禁铺张浪费、

敞口支出.建立健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市

场主体倍增工程”等大事要事保障清单,新增财力重点用于清

单项目,同时统筹相关资金予以倾斜.

强化全流程管理,推动财政管理提质增效.研究出台我

省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全面规

范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转移支付等,

推动形成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政府间财政关系.

完善转移支付分配办法,提高转移支付分配的科学性和规范

性,加大对财力薄弱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强基层基本公共服务

保障能力.研究建立省直部门预算管理工作考核机制,促进

预算管理规范高效.推进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分类细化

现有支出标准体系及相关政策,尽快补充完善空白领域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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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支出标准,发挥好标准对预算编制的基础性作用.结

合实际进一步扩大财政直达资金范围,健全监控体系,强化从

源头到使用末端的监管.严格预算绩效管理,前移绩效关口,

扎实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申请预算的必要

条件,强化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积极推进全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健全完

善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规程.研究制定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办

法,提高财政运行的平稳度.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树立监督

权威,特别是聚焦重点行业,强化会计信息质量和会计师事务

所执业质量检查,提升监督效能.

加强风险防控,提升财政可持续性.健全政府依法适度

举债机制,加强新增债务限额分配管理,精准投向我省重点领

域和重大项目,高风险地区债务限额继续坚持“只减不增”,适

当增加低风险地区限额.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进一步加

大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虚假化债等问题的发现查处力度,牢

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将全省１１７个县

(市、区)纳入“三保”预算审核范围,指导县级进一步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加大财力下沉,加强运行监

控,合理调度资金,确保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完善金融资本管

理制度,扎实推进对省属金融企业的穿透式监管,切实提升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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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金融企业管理效率和风控水平,筑牢风险“防火墙”.

各位代表,做好２０２２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我们将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自觉接受省人大的

监督,虚心听取省政协的意见和建议,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

想,扎实做好财政预算各项工作,为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秘书处 ２０２２年１月印３０００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