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

二次会议文件(２５A)

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全省和

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全省和

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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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

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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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坚定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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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全力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积极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向好发展.与此同时,全省财政

部门聚力增效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全面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加强规范财政收支管理,提升资金使用绩效,财政收入持续向

好,财政支出保障有力,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财政改

革发展各项任务扎实推进.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全省预算经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审查批准后,

各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相继批准了本级预算,省政府于２０１８年

９月汇总各市县预算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备案的２０１８年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２０１９０９亿元,年底无变动;支出预

算由备案的４０２９９５亿元变动为４４９００１亿元,主要是中央

转移支付补助增加所致.

２０１８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２２９２６亿元,为预

算的１１３５％,增长２２８％.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

４２８５４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４％,增长１４１％,其中民生支出

执行３４２３７８亿元,占全部支出的８０％.预算收支具体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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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下:

(１)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税收收入完成１６４５５８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６８％,增长

１７８％.其中:增值税完成６９３２１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２３％,

增长１１７％;企业所得税完成２２６８９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５％,

增长 ３０１％;个 人 所 得 税 完 成 ５５８２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５３％,增长１６５％;资源税完成３２５１７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８１％,增长１９２％.上述四个主体税种合计完成１３０１０９

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７９１％.

非税收入完成６４７０２亿元,为预算的 １３５１％,增长

３７８％.其 中:专 项 收 入 完 成 １３４１１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５７％,增长１５８％;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７７３５亿

元,为预算的１０２６％,下降２％;罚没收入完成５９０２亿元,

为预算的１３３２％,增长３６４％;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

入完成３３３４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７２３％,增长８８８％,主要是

“两权”价款一次性收入增加较多所致.

(２)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执行３６５４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５％,

增长１６４％;国防支出执行３７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６％,增

长１５％;公共安全支出执行２５０１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５％,

—３—



增长１５８％;教育支出执行６６８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２％,增

长７８％;科学技术支出执行５８６６亿元,为预算的８６２％,

增长１６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执行９２８７亿元,为预算

的９６７％,增长２９１％;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执行６７１１７亿

元,为预算的９８％,增长３８％;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执

行３５９１１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１％,增长１１８％;节能环保支

出执行１６９２亿元,为预算的８８３％,增长３１３％;城乡社区

支出执行３７１２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６％,增长３１７％;农林

水支出执行５８１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９％,增长２１７％;交通

运输支出执行２０９４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６％,增长２７１％;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执行８９９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６％,增

长２３２％;商业服务业等支出执行１９４２亿元,为预算的

８９７％,下降０５％;金融支出执行１６２２亿元,为预算的

９６３％,增长１２５６％,增幅较高主要是因为拨付金控集团资

本金和拨付产业投资基金政府引导资金等;国土海洋气象等

支出执行７８８９亿元,为预算的７９５％,下降３４２％,下降原

因主要是中央一次性下达的３年采煤沉陷区治理补助资金大

部分在２０１７年集中支出;住房保障支出执行１２６４１亿元,为

预算的９７％,下降８５％,下降原因主要是中央补助减少;粮

油物资储备支出执行１６８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５％,与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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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持平;债务付息支出执行５５６１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６％,增

长３１１％;其他支出执行８０５４亿元,为预算的５７１％,增

长９５％.

２．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预算经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审查批准

后,省政府于２０１８年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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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０亿元,与备案预算一致;

支出预算由９０５１１亿元变动为８５１０８亿元.主要是中央转

移支付补助增加２７７２６亿元,以及增加市县转移支付补助相

应减少省级支出３３１２９亿元所致.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７６１８５亿元,为

预算的１１９％,增长２７９％;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７９４６６

亿元,为预算的９３４％,增长８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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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１１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７３％,增长

１４８％.其中:增值税完成２１５８９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２％,增

长１０３％;企业所得税完成７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８９％,增长

２６９％;个人所得税完成１６７５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９７％,增

长１６６％;资源税完成１９７２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９％,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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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环境保护税完成３３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２％.

非 税 收 入 完 成 ２５１７４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５３％,增 长

６６２％,增幅较高主要是收入中包含非即期一次性因素.其

中:专项收入完成２５８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６％,下降８８％;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２５８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１７％,增

长２０６％;罚没收入完成１２６７亿元,为预算的２２４２％,增

长１１５１％,增幅较高主要是国土部门一次性罚没收入较多

以及市县法检两院上划增加部分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

使用收入完成１８７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７１６％,增长９７７％,

主要是“两权”价款一次性收入增加较多所致.

(２)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教育 支 出 执 行 １０４７５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７８％,增 长

１０１％;科学技术支出执行１８９亿元,为预算的８４２％,增

长３６１％;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执行１３４２亿元,为预算的

９７６％,增长１１％;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执行１９９０３亿元,

为预算的９９９％,同口径增长４９％;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

出执行２３６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４％,增长２２５％,主要是

“１３６”兴医工程及公立医院改革支出增加;节能环保支出执行

１２８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９％,同口径增长３３３％;农林水支

出执行９５４１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１％,同口径增长９％;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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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气象等支出执行１２０４亿元,为预算的８６４％,同口径

增长１２６％;住房保障支出执行４４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

同口径增长３８９％.

其他项目支出情况: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执行５２６９亿元,

为预算的９９１％,增长１２７％;公共安全支出执行８４２９亿

元,为预算的９８４％,增长１０２９％,增幅较高主要是市县法

检两院上划省级管理所致;交通运输支出执行７５０５亿元,为

预算的９７３％,增长１４９％;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执行１６３３

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８％,下降１９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执行

３５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６％,增长３０９％;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执行８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９％,增长９１％;债务付息支出

执行１２３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４％,增长４３４％.

３．中央对我省、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中央对我省转移支付１６３４１７亿元,增长８１％.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０８９１３亿元,增长６１％;专项转移

支付５４５０４亿元,增长１２３％.

省对市县转移支付１７１１７亿元,增长１１４％.其中:一

般性转移支付１１０９８３亿元,增长１１６％;专项转移支付

６０１８７亿元,增长１１％.省对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转

移支付的比重为６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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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８４５７１亿元,为

预算的９７９％,增长１１３％;支出执行１０８２６６亿元,为预算

的８９３％,增长１９１％.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４４５２亿元,为

预算的７１１％,下降７４３％;支出执行１２７２７亿元,为预算

的８０５％,下降３８７％.收支下降主要是交通体制改革后,

大部分通行费转由交控集团管理.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４１１７亿元,为

预算的１５５９％,增长７６３％;支出执行３６３６亿元,为预算

的７８１％,增长１８９６％,主要是２０１８年解决国有企业历史

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较２０１７年增加２３１７亿元.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８７６亿元,

为预算的３５０４％,增长２２４４％,主要是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收取比例提高及企业利润大幅增长;支出执行１７５亿元,为

预算的１００％,增长７５％.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１７４４２４亿元,

为预算的１２２３％,下降９１％,收入下降主要是２０１７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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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次性补缴因素;预算支出执行１６６４４９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９８％,下降０７％,支出下降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结算进入收尾阶段,结算支出减少.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５８７８５亿

元,为预算的１３９８％,增长９３％;预算支出执行５６１７１亿

元,为预算的１０３４％,增长１１９％.

(五)债务情况

２０１８年财政部核定我省新增政府债务规模４５９亿元,其

中发行政府债券４４９３９亿元(省本级留用６０４亿元,转贷各

市３８８９９亿元),主要用于精准脱贫、棚户区改造、市政设施、

教育文化及交通运输等重点民生领域建设和支持转型综改发

展;政府外债举借规模９６１亿元,实际到位资金５８８亿元,

主要用于长治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项目、山西省沿黄河流域

生态恢复林业项目和祁县昌源河国家湿地公园等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年财政部批准我省发行置换债券２３２５１亿元(省

本级留用４６１亿元,转贷各市１８６４１亿元),全部用于置换

存量政府债务,对优化政府债务期限、降低政府利息负担和防

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

２０１８年我省政府债务限额３１８６８亿元,年末政府债务

余额２９６３７亿元,比政府债务限额低２２３１亿元,预计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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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务率为５３％,比警戒线１００％低４７个百分点.

(六)落实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预算决议情况

认真落实省十三届人大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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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

政严格预算执行,规范预算管理,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深

化财政体制改革,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

高,依法理财、科学理财水平进一步提升.

一是着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

险.积极向财政部争取扩大我省政府债券发行规模,重点安

排用于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等民生项目,以及公路铁路等公益

性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存量债务置换,一次性置换省属

高校债务４０亿元.制定我省高速公路、铁路债务风险化解方

案,积极推动以市场化方式剥离政府性债务.建立债务风险

防控机制,省政府与各市签订了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责任

书,将政府债务率、违法违规举债、债务风险事件等３项指标

纳入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考核指标体系,切实压实市县属地管

理主体责任.开展政府债务督查,制定我省防范化解政府隐

性债务实施意见及方案,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长.

大力保障脱贫攻坚.大幅增加省级专项扶贫资金,２０１８

年安排３８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８６％.将３０％的财政专项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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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资金用于１０个深度贫困县,规模达１４９亿元.加大了对

深度贫困县和扶贫任务重的市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推动

涉农资金实质性整合,整合６类５６项资金１４８９亿元,可由

贫困县“大类间打通、跨类别使用”.创新安排省级扶贫周转

金５亿元,引导４５个贫困县投入２４亿元,撬动银行贷款

１６２亿元,支持１３６户农业龙头企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开

展易地扶贫搬迁资金专项检查.对财政扶贫项目资金实施绩

效管理,绩效目标基本实现全覆盖.开发运用财政扶贫资金

动态监控系统,打通了扶贫资金监管“最后一公里”.

积极支持污染防治.加大生态环保投入力度,解决大气、

土壤和水污染防治等突出环境问题.积极推进清洁取暖“煤

改气”、“煤改电”工程建设.安排资金６亿元支持“七河”流域

生态保护与修复,注资４５亿元支持组建永定河流域投资公

司参与永定河治理.安排资金１３９亿元对全省重点生态功

能区和生态建设较好的县给予生态转移支付补助.我省成功

纳入全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范围,阳泉、长

治、晋城３个“２＋２６”城市和临汾、运城、晋中、吕梁４个汾渭

平原城市入围国家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长治市

成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

二是着力支持转型综改.落实降低增值税税率政策,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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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部分企业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落实小微企业增值税、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取消、停征或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降

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部分政

府性基金征收标准,切实为企业减轻负担.安排资金１０亿元

加快太行产业投资基金实体化运作,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

以高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继续落实对转型综改示范

区和开发区财政奖励政策,转型综改示范区和开发区税收增

量省市分成部分全部用于示范区、开发区建设发展;县级新兴

产业、第三产业产生的税收增量省级分成部分全部用于支持

县级新兴产业发展.注重在规范中发展PPP模式,我省入库

项目总数居全国１３位,投资总规模２７５２亿元,财政承受能力

报告规范率全国第一.完善新能源汽车省级营销补助政策,

加快筹措补助资金,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有序推

进解决省属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维修改造等历史遗

留问题.

三是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坚持把科技作为财政支出的重

点领域予以支持,２０１８年省级科技投入总量和增幅均为近五

年来最多.省级企业技改引导资金规模翻倍,达到２０亿元,

支持对象由规模以上企业扩展到主营业务收入１５００万元以

上具备“小升规”潜力的企业,主要用于工业强基和绿色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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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安排１２亿元支持小微企业上规升

级,引导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安排专项资金５７００万元对新

认定的小微企业双创基地进行奖励,加快小微企业双创基地

示范县建设.安排人才专项资金３亿元用于引进高精尖缺人

才和优秀博士毕业生,对落实人才政策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大的市县和企业给予奖励.

四是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

政投入保障制度,省财政筹资９０２亿元支持我省产业振兴、

生态宜居、公共服务及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农村改革四大板块

建设.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村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支持建设美丽乡村１４４个,发展村集体经济项目４５８个.安

排３亿元推进实施高校“１３３１”工程及推进“双一流”建设,新

增１亿元支持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率先发展.新增资金

２亿元用于支持“１３６”兴医工程.出台一批提高优抚对象待

遇和社会保障兜底政策,建立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

基础养老保险正常调整机制,城镇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每人

每月增加１７０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

８０元提高至每人每月１０３元,城乡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

每年４５０元提高到４９０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由每

人每年５０元提高到５５元,城乡低保保障标准每人每月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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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２０元.进一步加大全省“三基建设”财政投入,继续提

高乡镇人员工作补贴,实施乡镇办公用房填平补齐,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加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管理.足额安排扫

黑除恶、政法综治、宣传阵地建设等专项资金,促进社会协

调稳定发展.省政府确定的六件民生实事资金全部落实

到位.

五是着力加强财政改革管理.加快健全地方税体系,环

境保护税和水资源税试点改革平稳运行.提请省政府印发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的实施方案.完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办法,县级基本财力

保障奖补资金、均衡性转移支付进一步向财力困难市县倾斜.

在６个县(市)实施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激发了

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出台«关于改进预

算工作集中财力保基本保战略的意见»,要求全省提高财政支

出有效性.在农口部门试行“大专项＋任务清单”制度,有效

解决了农口资金项目多、碎片化等问题.清理整合专项转移

支付,省级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数由２０１５年的２７９项减少到

２０１８年的９６项.改革本科院校生均拨款制度,制定统一的

学科分类补助标准和差异化调整系数.将财政投入与省级公

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数量、绩效考核相挂钩,建立起公立医院

—４１—



“多劳质优者多得、少劳质低者少得”的新型补助机制.在全

国率先出台省直部门信息化建设项目支出预算编制标准,使

信息化建设项目预算从“凭经验估算”变为“按标准测算”.提

请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工作全

面提速.积极推进预决算公开,预决算公开率达到了１００％.

“三公”经费做到了“只减不增”.

总的来看,２０１８年各项财政工作开拓进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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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意进取、苦干实干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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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财

政持续稳定增收基础不牢固,收支平衡依然面临较大压力;预

算编制有待进一步细化,一些领域资金沉淀和使用碎片化问题

仍需破解;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的情况依然存在,加强财政绩效

管理十分紧迫;个别地区债务风险特别是隐性债务风险不可小

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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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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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之年,也是我省在“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新局面的重要

一年,做好财政预算工作至关重要.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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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预算草案中.

(一)２０１９年预算安排原则

一是收入预算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与经济社会发展新

情况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衔接,充分考虑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等因素影响.二是支出预算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保基本、

保民生、兜底线,加力提效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打好“三

大攻坚战”,妥善处理历史债务,积极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三是政府带头过“紧日子”,严格控制和压减一般性支出,落实

国务院关于编制２０１９年预算有关要求,按照不低于５％的比

例压减一般性支出,节省的资金用于保障重点支出和民生支

出需要.四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坚持精打细算、勤俭节

约、效益优先,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五是增强

财政可持续性,量力而行合理安排各项财政支出.

(二)２０１９年收支预算

为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

用,省财政将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的２０１９年新增政府债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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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２９８亿元(包括一般债券１５７亿元和专项债券１４１亿元)编

入了年初预算并相应安排了支出,其中省级３７亿元,用于大

张铁路、太焦铁路、大水网工程、山西大学等高校新校区建设;

分配市县２６１亿元,主要用于棚户区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生

态环保、三大板块旅游公路、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

１、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１９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４３７亿元,比２０１８年完

成数增长６３％.这是基于全省经济稳步向好的基本判断,

是在实事求是、科学分析、通盘考虑的基础上确定的.之所以

这样安排,主要考虑我省正处在“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新局

面的关键时期,全省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主要工

业品特别是煤炭价格保持稳定,经济增长稳定性和协调性增

强.一批新的转型项目投产达效,结构调整成效显现,质量效

益持续改善.与此同时,国家为支持民营经济和实体经济发

展,将出台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加之２０１８年收入增幅

较高,相应抬高了收入基数,均不同程度影响收入增长.

２０１９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２３９７４亿元,比２０１８

年向省人大常委会备案预算同口径增长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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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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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专项转移支付转列一般性转移支付后的同口径比较,

下同).主要项目安排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３６５１３

亿元,增长１０％;国防支出４６３亿元,增长５２％;公共安

全支出２１９６９亿元,增长８２％;教育支出７３９７亿元,增

长１８４％;科学技术支出７３６５亿元,增长１６７％;文化旅

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７９２５亿元,增长１７２％;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７０１３８亿元,增长１７４％;卫生健康支出３８１４亿

元,增长１８１％;节能环保支出８３２８亿元,增长１５％;城

乡社区支出２７７９３亿元,增长５４％;农林水支出４７０９５

亿元,增长１８５％;交通运输支出２０６７４亿元,增长４％;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８０４５亿元,增长５％;商业服务业等

支出 １５５２ 亿 元,增 长 ４６％;金 融 支 出 ６７ 亿 元,增 长

５５％;援助其他地区支出２９亿元,增长６２％;自然资源

海洋气象等支出４８１１亿元,增长４６％;住房保障支出

９０６５亿元,增长９３％;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１４７７亿元,增

长４３％;预备费５０３５亿元,增长４５％;债务付息支出

６４２２ 亿 元,增 长 １７１％;其 他 支 出 ２６２３４ 亿 元,增

长１８％.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００亿元,下降８１％.

其中:税收收入５７０３６亿元,增长１１８％;非税收入１２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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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下降４８５％,主要是２０１８年收入中包含非即期一次性

入库因素.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９９０３６亿元,同口径

(下同)增长６２％.资金来源为: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７００亿元,加上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收入１５０５３４亿元,动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３３４５亿元,债务收入１５７亿元,调入资

金１８４９亿元,减去上解中央和补助市县及债务转贷等支出

１５２３９２亿元.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２６８１ 亿元,增长 ６％;公共安全支出 ８５８ 亿元,增长

４５％;教育支出１０７３６亿元,增长１７％,增幅较高主要是省

属本科院校生均拨款改革等支出增加;科学技术支出２０５８

亿元,增长８９％,主要是新增“三晋英才”支持计划专项资

金;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９７１亿元,增长２９６％,增幅

较高主要是增加“二青会”经费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１８８０６亿元,增长６５％;卫生健康支出１８２１亿元,增长

１０１％;节能环保支出４９４３亿元,增长８５５％,增幅较高主

要是增加新能源汽车补贴以及新增农村冬季清洁取暖补贴;

农林水支出１２８６７亿元,增长１６％,增幅较高主要是新增易

地扶贫搬迁贷款偿还资金、造林补助资金等;自然资源海洋气

象等支出１６６６亿元,增长１３６％;住房保障支出１６７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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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６９５％,主要是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任务数减少,省级

配套资金相应减少;预备费１５亿元.

２０１９年省级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预算３６亿元,扣

除税务经费上划因素后,较２０１８年预算(同口径,下同)减少

０１３亿元,下降３５％.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０４１亿元,

增加００５亿元;公务接待费０５９亿元,减少０１３亿元;公务

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２６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２０９亿元,公务用车购置费０５１亿元),减少００５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１９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７３９３５亿元,下降

１２６％,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减少所致;预算

支出８８５７亿元,下降１１６％.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６１３５亿元,加上中

央补助和市县上解收入及调入资金１４３５亿元,连同专项债

务收入１４１亿元,收入总计２１６７亿元.省级主要安排项目

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３０６６亿元,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基金４５亿元,彩票公益金１０７５亿元,车辆通行费１０３８亿

元等.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２１６７亿元,其中省本级支出 ６７９４ 亿元,补助市县支出

１２７６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１３６亿元.

—０２—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１９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５１８８亿元,增长

２６％,主要是省属国有企业股权转让收入增加３０亿元;预算

支出９１５３亿元,增长６０８％,增幅较高主要是因为收入增

加相应安排的支出增加.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４０亿元(包括省属

国有企业股权转让收入３０亿元),加上中央“三供一业”改革等

补助５４５６亿元,收入总计９４５６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总计９４５６亿元,其中省本级预算支出２８亿元,主要用

于省属企业“三供一业”改革支出;补助市县支出５４５６亿元;调

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资金１２亿元.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２０１９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８５６５１亿元,预算

支出１７７８４９亿元,结余７８０２亿元.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６３７７９亿元,预

算支出６３４４６亿元,结余３３３亿元.

以上预算安排的具体情况详见«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

三、完成２０１９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２０１９年财政经济形势错综复杂,财政收支矛盾压力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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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各级财政部门将在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基础上,通

过加强收入征管、挖潜增收、调整结构、压缩支出、统筹各类财

政资金等措施确保预算平衡.同时,省财政将加力提效落实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力度争取中央政策资金支持,增加对困

难市县的转移支付,确保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战略支出落

实到位.

具体来讲,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一)提高政治站位,继续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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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开好合法合规举债“前门”,合

理分配各级政府债务限额,原则上不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预警地区债券限额.完善专项债券管理制度,确保专项债券

资金安全和使用效益.严堵违法违规举债“后门”,对市县政

府债务风险进行评估预警,督促市县稳妥有序化解存量风险,

完善对高风险市县监控制度,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报告、

早处置.严控隐性债务增量,加大财政约束力度,有效抑制不

具有还款能力的项目建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债

务风险的底线.

大力保障脱贫攻坚.持续增加财政扶贫资金,省本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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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４９亿元,增长２６６％.严格执行现行

扶贫标准,重点解决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

集中力量攻坚深度贫困,中央及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地方政

府一般债券额度、省对县财力性转移支付向深度贫困地区倾

斜.深入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完善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机

制,推进扶贫项目资金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精准对接资金项

目和受益人口.加大扶贫资金的公开和监督检查力度,确保

扶贫资金安全有效使用.推动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

的衔接,研究解决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群体缺

乏政策支持等问题.

积极支持污染防治.继续加大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的

投入力度,进一步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开展好汾

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及黑臭水体治

理工程试点工作.落实好省级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补贴政策,

继续支持农村环境整治.探索通过生态补偿、股权投资、建立

基金、PPP等模式,引导传统资源型行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和参与环境治理恢复,研究形成我省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综合

补偿机制办法.

(二)增强转型定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贯彻落实“巩

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以“供改”和“综改”相结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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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保障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重点战略实施.

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实行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

税相结合.落实降低增值税税率,提高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

政策.对小微企业和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

全面实施新个人所得税法,落实好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在地

方授权范围内,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普遍降低城镇土地使用

税税额标准.继续清理规范收费项目,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

和整治力度.

加快推进转型综改.抓住国家将支持我省开展能源革命

综合试点的机遇,加大对能源革命方面资金的争取力度.落

实好支持开发区创新发展等财政奖励政策,支持开发区基础

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引智.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示范作用,

继续安排资金支持加快太行产业基金运作,撬动更多社会资

本投入产业转型、技术创新等我省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突出支

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大科技投入,支持科研院所、

科技创新基地和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落实好我省新修订的科

学技术奖励办法,建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支持机制.

实施新一轮企业技术改造,设立市县技改引导资金,省级资金

增加到２５亿元.对企业参与重大科技专项或重点研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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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研发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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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实施“三晋英才”专项计划,加大人

才支持力度.

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国有企业转型

发展,省级国有资本收益提取比例再提高４个百分点.支持

交控集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推动解决“三供一业”和企业

分离办社会等历史遗留问题.

加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认真履行好国有金融资本出资

人职责,通过完善机制、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深化国有金融机

构改革,优化国有金融资本布局,提高金融资本配置效率,有

效防控金融风险,确保国有金融资本保值增值.

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筹资５０亿元组建我省

民营企业政策性纾困救助基金.发挥好接续还贷周转资金作

用,为区域内骨干民营企业提供低成本融资服务,帮助民营企

业防范化解流动性风险.积极支持农信社改制化险.加快推

进省再担保集团组建工作,推动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

设.加快建立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成本奖补机制和民营企

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引导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和

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采取税

收优惠、财政奖励、专项补助、出口信用保险等方式,鼓励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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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和开拓市场.继续落实好促进“小升

规”、支持“双创”的政策意见.

(三)树牢底线思维,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用改革的

办法,从体制机制层面强化财政兜底保障功能,着力解决人民

群众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

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１７亿元,

重点支持产业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继续用好财政贷款

贴息、融资担保等政策,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做好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主体建档立卡工作,努力做到精准担保、普惠担

保.完善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推动美丽乡

村建设提档升级.稳步推进我省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

促进就业创业.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落实国家普惠

性就业创业政策,保障就业资金稳定持续投入.优化就业资

金支出结构,在重点支持解决高校毕业生、去产能安置职工、

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的基础上,

多方面保障促进创业.

支持发展公平优质教育.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财

政拨款制度.巩固落实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巩固完善省属高校基本

支出预算拨款制度,安排支持高校重点工程建设及率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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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资金.继续加大对高职教育的财政投入.充分重视和加

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支持推进高考改革工作.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继续提高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优抚对象、残

疾军人等群体的补助标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

每月再提高３０元,社会散居和福利机构供养的孤儿养育标准

每人每月分别提高４００元、５００元,老年乡村医生退养补助标

准每人每月提高１００元.有序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省级统筹工作,建立基金缺口责任分担机制.畅通专项资

金拨付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扫黑除恶专项工作.继续支持办

好省政府确定的民生实事.

加强“三基建设”.在持续改善乡镇干部工作生活条件的

同时,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提高村级组织运转经费补助

标准,适当提高村“两委”主干报酬标准,加快研究支持解决乡

镇基层组织实际困难的具体措施,推动我省“三基建设”整体

提升、全面进步.

(四)全力攻坚克难,持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更好发挥

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更好发挥财政体

制改革对全省改革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加快建立现代财政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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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地方税体系.根据税收法定原则,做好耕地占用税、

资源税、契税等地方税授权地方立法相关工作.

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在基本公共服务和医疗卫生领域

实施省级和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研究制

定教育、科技、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分领域改革方案.调整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进一步研

究建立健全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市县财政特别是财

政困难地区的保障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健全预算管理制度.科学分配财政资金,提高公共资源

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深化部门预算改革,提高部门预算编制

科学性,进一步完善基本支出定员定额管理,完善项目支出分

类管理,推进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结合已制定的项目支

出标准科学编制项目支出预算,出台省级信息化系统运维费

支出标准,修订省级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预算支出标准,发

挥好标准对预算编制的基础性作用.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政府

购买服务改革,改革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经费供给方式.改进

预算管理与控制,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完善国库集中

支付运行机制,市级全面实现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革,

并在具备条件的县区逐步推开.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加

快形成采购主体职责清晰、交易规则科学高效、监管机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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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政策功能完备、法律制度完善、技术支撑先进的现代政府

采购制度.扎实开展全省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点编制工作,

深入抓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国有资产报告等财政数据基础

管理工作,全面反映全省各级政府财务状况和运行情况.进

一步加大预决算公开力度,拓展公开内容和范围,提高支出预

算和政策透明度.

(五)强化监督管理,进一步提升理财效能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落实好我省«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积极推动预算与绩效管理一体化.

加强新增重大政策、项目预算审核和事前绩效评估,将审核和

评估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强化绩效目标管

理,所有纳入预算管理的项目资金都要设定绩效目标.健全

和完善绩效运行监控机制,加大对重大政策、项目的绩效监控

力度,确保高质量实现绩效目标.拓展绩效评价范围,在做好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基础上,将省对市县转移支付资金纳入绩

效评价范围.注重评价结果反馈和应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与

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削减低效无效资金,腾退重复错位

支出,全面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强化预算执行管理.健全财政资金动态监控机制,保障

财政资金使用安全规范.继续对财政支出进度进行考核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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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加大结转结余资金清理力度,建立健全预算编制与结转

结余资金管理相结合的机制,对存量资金较大的部门和项目,

压减下年度预算规模.加强暂付款管理,严格暂付款范围、期

限和审批程序,严控增量,清理消化存量.加强对市县财政预

算管理特别是绩效管理工作的指导,加强预算执行监测分析.

加强财政监督管理.研究构建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财政

监督体制机制,通过内控内审、专项检查和调研评估,更好地

服务财政改革发展.强化内控执行,制定完善高风险内控办

法,切实发挥好财政内控制度“过滤网”、“保险阀”作用.

各位代表,２０１９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

将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人大和省政协的监督指

导下,紧扣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制定支出政策、安排财政

资金、加强服务管理,改革创新、奋发有为,确保完成２０１９年

预算任务,以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谱写财政工作新篇章,以优

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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