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公开表1

2022年预算收支总表

部门：[217100]山西省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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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37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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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37 779.65 142.7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3.33 153.33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59.40 59.40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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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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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37 本年支出合计 1,135.10 992.37 142.73

上年结转 142.73 年终结转

收入总计 1,135.10 支出总计 1,135.10 992.37 1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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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37 992.37 142.73

207 [2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779.65 779.65 142.73

　20701 　[20701]文化和旅游 744.65 744.65 142.73

　　2070108 　　[2070108]文化活动 140.66

　　2070199 　　[2070199]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744.65 744.65 2.07

　20799 　[20799]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5.00 35.00

　　2079902 　　[2079902]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30.00 30.00

　　2079999 　　[2079999]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00 5.00

208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3.33 153.33

　20805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53.33 153.33

　　2080502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 40.67 40.67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5.10 75.10

　　2080506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7.55 37.55

210 [210]卫生健康支出 59.40 59.40

　21007 　[21007]计划生育事务 7.08 7.08

　　2100799 　　[2100799]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7.08 7.08

　21011 　[210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2.32 52.32

　　2101102 　　[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 42.93 42.93

　　2101103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 9.39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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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10 882.99 252.11

207 [2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22.37

　20701 　[20701]文化和旅游 887.37

　　2070108 　　[2070108]文化活动 140.66 140.66

　　2070199 　　[2070199]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746.72 670.27 76.45

　20799 　[20799]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5.00

　　2079902 　　[2079902]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30.00 30.00

　　2079999 　　[2079999]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00 5.00

208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3.33

　20805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53.33

　　2080502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 40.67 40.67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5.10 75.10

　　2080506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7.55 37.55

210 [210]卫生健康支出 59.40

　21007 　[21007]计划生育事务 7.08

　　2100799 　　[2100799]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7.08 7.08

　21011 　[210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2.32

　　2101102 　　[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 42.93 42.93

　　2101103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 9.39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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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37
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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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37 922.37

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153.33 153.33

社会保险基金支
出
卫生健康支出 59.40 59.40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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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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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37 本年支出合计 1,135.10 1,135.10

上年财政拨款结转 142.73 年终结转

一、一般公共预算 142.73

二、政府性基金预
算

三、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收入总计 1,135.10 支出总计 1,135.10 1,135.10



预算公开表5

2022年一般预算支出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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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10 882.99 252.11

207 [2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22.37 670.27 252.11

　20701 　[20701]文化和旅游 887.37 670.27 217.11

　　2070108 　　[2070108]文化活动 140.66 140.66

　　2070199 　　[2070199]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746.72 670.27 76.45

　20799 　[20799]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5.00 35.00

　　2079902 　　[2079902]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30.00 30.00

　　2079999 　　[2079999]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00 5.00

208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3.33 153.33

　20805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53.33 153.33

　　2080502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 40.67 40.67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5.10 75.10

　　2080506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7.55 37.55

210 [210]卫生健康支出 59.40 59.40

　21007 　[21007]计划生育事务 7.08 7.08

　　2100799 　　[2100799]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7.08 7.08

　21011 　[210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2.32 52.32

　　2101102 　　[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 42.93 42.93

　　2101103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 9.39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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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99

工资福利支出 743.08

　基本工资 290.78

　津贴补贴 34.15

　奖金 1.77

　绩效工资 176.54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75.10

　职业年金缴费 37.5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9.43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9.39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16

　住房公积金 73.20

商品和服务支出 96.75

　办公费 3.00

　印刷费 1.00

　电费 10.00

　邮电费 2.00

　差旅费 4.00

　公务接待费 1.00

　劳务费 5.00

　工会经费 15.49

　福利费 22.6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30

　其他交通费用 14.0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6.35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2.16

　离休费 11.51

　退休费 18.82

　生活补助 1.26

　医疗费补助 3.50

　奖励金 7.08

资本性支出 1.00

　办公设备购置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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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山西省艺术研究院2022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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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山西省艺术研究院2022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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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艺术研究院2022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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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接待费 1.0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30

 ①公务用车购置费

 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30

合计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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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山西省艺术研究院2022年无机关运行经费。



实施期资金总额： 15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50,00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选派工作人员数量 数量指标 选派工作人员数量 ＝5人

质量指标 选派人员文化素养和专业能力 质量指标 选派人员文化素养和专业能力 较高

时效指标 选派期限 时效指标 选派期限 ＝1年

成本指标 选派人员工作经费 成本指标 选派人员工作经费 ＝5万元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引起的社会大众对文化人才专项工作的关注度 社会效益指标 引起的社会大众对文化人才专项工作的关注度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文化人才项目工作实施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文化人才项目工作实施的可持续性 满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文化人才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和文化工作者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文化人才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和文化工作者满意度 ≥90%

提升

满意

≥90%

1. 与三区及时取得联系，选派专业文化人才。 2. 提供业务指导和资金自持。 3. 加大对专项实施情况的宣传力度和
报道，加强监督，定期跟踪掌握专项工作实施情况。

 1. 与三区及时取得联系，选派专业文化人才。 2. 提供业务指导和资金自持。 3. 加大
对专项实施情况的宣传力度和报道，加强监督，定期跟踪掌握专项工作实施情况。

绩

效

指

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5人

较高

＝1年

＝5万元

效益指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 与三区及时取得联系，选派专业文化人才。 2. 提供业务指导和资金自持。 3. 加大对专项实施情况的宣传力度和报道，加强监督，定期跟踪掌握专项工作实施情况。

项目实施计划 1. 与受援地及时取得联系，选派专业文化人才。 2. 提供业务指导和资金自持。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项目概况
选派五名优秀文化工作者到“三区”县级以下单位一线的文化专业岗位工作或提供服务，组织开展文化人才专项提升培训班，为受援地培养文化业务骨干和急需紧缺的文化
工作者。

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组织开展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工作的通知》（〔2013〕17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1. 三区文化人才工作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2. 有利于整合人才资源，通过实施文化人才项目，不断推进文化发展改革。 3. 有针对性地选派优秀文化工作
者，帮助当地提高人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切实解决受援县的实际问题，提高文化服务水平。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50,000

      省级财政资金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文化人才专项(中央资金—艺术研究院)

主管部门及代码 217-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艺术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