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公开表1

2022年预算收支总表

部门：[217001]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2022年 项目 2022年合计 当年预算安
排

上年结转安排

一、一般公共预算 25,669.58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74 9.06 8.68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防支出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公共安全支出

五、单位资金 教育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6,025.57 24,811.06 1,214.5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5.21 365.21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124.25 124.25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360.00 360.00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金融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预备费

其他支出 8.13 8.13

转移性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25,669.58 本年支出合计 26,900.91 25,669.58 1,231.32

上年结转 1,231.32 年终结转

收入总计 26,900.91 支出总计 26,900.91 25,669.58 1,231.32



预算公开表2

2022年预算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本年收入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

财政专户管理资
金

单位资金

合计 25,669.58 25,669.58 1,231.32

201 [20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06 9.06 8.68

　20132 　[20132]组织事务 9.06 9.06 8.68

　　2013299 　　[2013299]其他组织事务支出 9.06 9.06 8.68

207 [2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4,811.06 24,811.06 1,214.51

　20701 　[20701]文化和旅游 24,511.06 24,511.06 1,214.51

　　2070101 　　[2070101]行政运行 2,088.39 2,088.39

　　2070102 　　[207010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0.00 300.00

　　2070108 　　[2070108]文化活动 804.17

　　2070109 　　[2070109]群众文化 1,218.00 1,218.00

　　2070111 　　[2070111]文化创作与保护 754.90 754.90 17.54

　　2070113 　　[2070113]旅游宣传 7,394.00 7,394.00 117.27

　　2070114 　　[2070114]文化和旅游管理事务 2,221.35 2,221.35

　　2070199 　　[2070199]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10,534.42 10,534.42 275.53

　20799 　[20799]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00.00 300.00

　　2079902 　　[2079902]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300.00 300.00

208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5.21 365.21

　20805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65.21 365.21

　　2080501 　　[2080501]行政单位离退休 114.01 114.01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67.47 167.47

　　2080506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83.73 83.73

210 [210]卫生健康支出 124.25 124.25

　21007 　[21007]计划生育事务 8.40 8.40

　　2100799 　　[2100799]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8.40 8.40

　21011 　[210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15.85 115.85

　　2101101 　　[2101101]行政单位医疗 94.92 94.92

　　2101103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 20.93 20.93

214 [214]交通运输支出 360.00 360.00

　21403 　[21403]民用航空运输 360.00 360.00

　　2140399 　　[2140399]其他民用航空运输支出 360.00 360.00

229 [229]其他支出 8.13

　22960 　[22960]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8.13

　　2296010 　　[2296010]用于文化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8.13



预算公开表3

2022年预算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6,900.91 2,577.85 24,323.05

201 [20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74

　20132 　[20132]组织事务 17.74

　　2013299 　　[2013299]其他组织事务支出 17.74 17.74

207 [2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6,025.57

　20701 　[20701]文化和旅游 25,725.57

　　2070101 　　[2070101]行政运行 2,088.39 2,088.39

　　2070102 　　[207010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0.00 300.00

　　2070108 　　[2070108]文化活动 804.17 804.17

　　2070109 　　[2070109]群众文化 1,218.00 1,218.00

　　2070111 　　[2070111]文化创作与保护 772.44 772.44

　　2070113 　　[2070113]旅游宣传 7,511.27 7,511.27

　　2070114 　　[2070114]文化和旅游管理事务 2,221.35 2,221.35

　　2070199 　　[2070199]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10,809.95 10,809.95

　20799 　[20799]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00.00

　　2079902 　　[2079902]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300.00 300.00

208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5.21

　20805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65.21

　　2080501 　　[2080501]行政单位离退休 114.01 114.01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67.47 167.47

　　2080506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83.73 83.73

210 [210]卫生健康支出 124.25

　21007 　[21007]计划生育事务 8.40

　　2100799 　　[2100799]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8.40 8.40

　21011 　[210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15.85

　　2101101 　　[2101101]行政单位医疗 94.92 94.92

　　2101103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 20.93 20.93

214 [214]交通运输支出 360.00

　21403 　[21403]民用航空运输 360.00

　　2140399 　　[2140399]其他民用航空运输支出 360.00 360.00

229 [229]其他支出 8.13

　22960 　[22960]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8.13

　　2296010 　　[2296010]用于文化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8.13 8.13



预算公开表4

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25,669.58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74 17.74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防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

教育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6,025.57 26,025.5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5.21 365.21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124.25 124.25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360.00 360.00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金融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预备费

其他支出 8.13 8.13

转移性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25,669.58 本年支出合计 26,900.91 26,892.77 8.13

上年财政拨款结转 1,231.32 年终结转

一、一般公共预算 1,223.19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8.13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总计 26,900.91 支出总计 26,900.91 26,892.77 8.13



预算公开表5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26,892.77 2,577.85 24,314.92

201 [20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74 17.74

　20132 　[20132]组织事务 17.74 17.74

　　2013299 　　[2013299]其他组织事务支出 17.74 17.74

207 [2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6,025.57 2,088.39 23,937.18

　20701 　[20701]文化和旅游 25,725.57 2,088.39 23,637.18

　　2070101 　　[2070101]行政运行 2,088.39 2,088.39

　　2070102 　　[207010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0.00 300.00

　　2070108 　　[2070108]文化活动 804.17 804.17

　　2070109 　　[2070109]群众文化 1,218.00 1,218.00

　　2070111 　　[2070111]文化创作与保护 772.44 772.44

　　2070113 　　[2070113]旅游宣传 7,511.27 7,511.27

　　2070114 　　[2070114]文化和旅游管理事务 2,221.35 2,221.35

　　2070199 　　[2070199]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10,809.95 10,809.95

　20799 　[20799]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00.00 300.00

　　2079902 　　[2079902]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300.00 300.00

208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5.21 365.21

　20805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65.21 365.21

　　2080501 　　[2080501]行政单位离退休 114.01 114.01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67.47 167.47

　　2080506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83.73 83.73

210 [210]卫生健康支出 124.25 124.25

　21007 　[21007]计划生育事务 8.40 8.40

　　2100799 　　[2100799]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8.40 8.40

　21011 　[210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15.85 115.85

　　2101101 　　[2101101]行政单位医疗 94.92 94.92

　　2101103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 20.93 20.93

214 [214]交通运输支出 360.00 360.00

　21403 　[21403]民用航空运输 360.00 360.00

　　2140399 　　[2140399]其他民用航空运输支出 360.00 360.00



预算公开表6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基本支出分经济科目表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数 备注

合计 2,577.85

工资福利支出 1,865.53

　基本工资 646.06

　津贴补贴 418.23

　奖金 57.44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67.47

　职业年金缴费 83.7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87.92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20.93

　住房公积金 230.34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53.41

商品和服务支出 586.57

　办公费 90.00

　邮电费 15.00

　差旅费 20.00

　会议费 15.00

　培训费 20.00

　工会经费 41.26

　福利费 37.2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8.00

　其他交通费用 152.55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67.55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15.75

　离休费 40.81

　退休费 46.14

　生活补助 7.39

　医疗费补助 7.00

　奖励金 8.40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00

资本性支出 10.00

　办公设备购置 10.00



预算公开表7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8.13

103 非税收入 8.13

　10301 　政府性基金收入 8.13

　　1030155 　　彩票公益金收入 8.13



预算公开表8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8.13

229 [229]其他支出 8.13

　22960 　[22960]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8.13

　　2296010 　　[2296010]用于文化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8.13



预算公开表9

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预算表

单位：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

算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备注：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本级）2022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预算公开表10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预算数

因公出国（境）费 114.50

公务接待费 10.0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8.00

 ①公务用车购置费

 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8.00

合计 152.50



预算公开表11

2022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2022年预算数

合计 602.57

217001 [217001]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602.57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免费送戏下乡)

主管部门及代码 217-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4,44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1,48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34,440,000       省级财政资金 11,480,00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2017年起，省政府将“免费送戏下乡一万场”列入全省民生实事之一，2020年进一步将“免费送戏下乡一万
场”活动扩展提升为“五个一批”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作为“免费送戏下乡一万场”牵
头部门，与省财政厅共同协调，精心谋划，加强督促，狠抓落实，较好地完成了历年工作任务。 “免费送戏
下乡一万场”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体现了省委省
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为民情怀，对满足基层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振全省人民转型发展，干
事创业的精气神具有积极意义。

立项依据
山西省文化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省级购买公共演出服务方案（试行）》的通知--晋文发【2014
】26号》、山西省文化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省级购买公共演出服务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晋文发【2014】45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山西省文化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省级购买公共演出服务方案（试行）》的通知--晋文发【2014
】26号》、山西省文化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省级购买公共演出服务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晋文发【2014】45号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省直院团赴基层特别是贫困县开展的公益性演出或惠民演出

项目实施计划
制定《山西省“免费送戏下乡一万场”工作方案》；按照《山西省”免费送戏下乡一万场“工作审核检查办
法》和《山西省”免费送戏下乡一万场“省直院团绩效奖励办法》对免费送戏下乡资金使用，质量效果等情
况进行动态跟踪督查，对演出质量、演出场次及覆盖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进一步丰富和活跃我省基层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调动文艺院团创作演出的积极性。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演出场次 ＝345场

参与演出剧团 ＝7个

质量指标 每场演出时长 ≤90分钟

时效指标 完成时效 2022年底

成本指标 平均演出成本 ≤4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8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负责人： 经办人： 李伦 联系电话： 7325187 填报日期：    202108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导游服务质量奖励)

主管部门及代码 217-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9,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9,000,000       省级财政资金 3,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该项目设立于2018年，根据《山西省优秀导游奖励实施办法》，对符合条件的优秀导游进行奖励。1.特高级导游奖：
当年由全国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委员会评为特级导游资格的一次性奖励10万元，评为高级导游资格的一次性奖励2
万元。2.全国导游大赛奖：参加文旅部主办的全国导游大赛，获得金奖、银奖、铜奖的优秀导游员，分别给予5万元
、3万元、2万元的一次性奖励。3：金牌导游奖：通过全省导游员大赛，选拔金牌导游员100名，每人奖励2万元。全
省导游大赛原则上每两年组织一次（偶数年份）。

立项依据
《山西省优秀导游奖励实施办法》。为促进我省经济转型发展，建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鼓励导游人员投身山西
旅游业，加强导游队伍建设，依据《国务院关于刺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旅游业
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我厅与省财政厅联合出台了《山西省优秀导游奖励实施办法》。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进一步加强导游队伍建设，提升旅游服务质量，鼓励导游人员投身山西旅游事业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按照奖励办法及资金管理办法，兑现奖励资金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奖励标准对象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对全国特高级导游、全国导游大赛获奖人员、金牌导游员给予奖励，鼓励导游人员投身山西旅游业，加强导游队伍建设，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计划奖励人数 ≥100人

奖励对象标准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奖励发放完成时限 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平均奖励金额 2万元/人

社会效益指标

导游从业人员业务能力提升度 提升

导游从业人员工作积极性 提高

全省导游服务质量提升度 提升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常态化奖励机制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导游从业人员满意度 ≥95%

奖励对象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金璋 联系电话： 7325159 填报日期：    202108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4A、5A级景区创建奖励)

主管部门及代码 217-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75,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25,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75,000,000       省级财政资金 25,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提升我省旅游景区开发建设和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我省战略性支柱产业，将我省打造
成富有特色和魅力的文化旅游强省，根据《山西省进一步支持服务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刺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实施意见》以及《山西省鼓励投资政策》，我厅联合省财政厅制定了对新评
定的国家5A、4A级旅游景区奖励办法，实施奖励。对新评定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一次性奖励500万元；对新评定
的4A级旅游景区，一次性奖励200万元。

立项依据
《山西省进一步支持服务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刺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实
施意见》以及《山西省鼓励投资政策》，我厅联合省财政厅制定了对新评定的国家5A、4A级旅游景区奖励办法，实
施奖励。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进一步提升我省旅游景区开发建设和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我省战略性支柱产业，将我省打造
成富有特色和魅力的文化旅游强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按照奖励办法及资金管理办法，兑现奖励

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按照奖励办法及资金管理办法，兑现奖励，根据高A级景区评定结果，对新创建的高A级景区进行奖励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通过对景区的奖励措施，进一步激励4A、5A级景区创建积极性，提升我省旅游景区开发建设和管理服务水平，促进我省旅游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4A级景区奖励数量 ≥5个

质量指标 奖励对象标准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每年度奖励完成时效 年底

成本指标
5A级景区奖励标准 ＝500万元/个

4A级景区奖励标准 ＝200万元/个

社会效益指标
游客需求满足度 ≥85%

景区建设积极性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景区开发建设和管理服务机制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游客满意度 ≥85%

奖励对象满意度 ≥85%

负责人： 经办人： 赵军龙 联系电话： 7325003 填报日期：    202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