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公开表1

2022年预算收支总表
单位：[217101]山西省书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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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4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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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16 505.47 39.6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3.05 123.05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43.89 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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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41 本年支出合计 720.10 680.41 39.69

上年结转 39.69 年终结转

收入总计 720.10 支出总计 720.10 680.41 3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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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41 680.41 39.69

201 [20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0 8.00

　20199 　[20199]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0 8.00

　　2019999 　　[2019999]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0 8.00

207 [2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05.47 505.47 39.69

　20701 　[20701]文化和旅游 505.47 505.47 39.69

　　2070108 　　[2070108]文化活动 39.64

　　2070199 　　[2070199]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505.47 505.47 0.05

208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3.05 123.05

　20805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3.05 123.05

　　2080502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 44.37 44.37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2.45 52.45

　　2080506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6.23 26.23

210 [210]卫生健康支出 43.89 43.89

　21007 　[21007]计划生育事务 6.30 6.30

　　2100799 　　[2100799]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6.30 6.30

　21011 　[210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7.59 37.59

　　2101102 　　[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 31.04 31.04

　　2101103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 6.56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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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0 645.74 74.36

201 [20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0

　20199 　[20199]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0

　　2019999 　　[2019999]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0 8.00

207 [2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45.16

　20701 　[20701]文化和旅游 545.16

　　2070108 　　[2070108]文化活动 39.64 39.64

　　2070199 　　[2070199]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505.52 478.80 26.72

208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3.05

　20805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3.05

　　2080502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 44.37 44.37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2.45 52.45

　　2080506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6.23 26.23

210 [210]卫生健康支出 43.89

　21007 　[21007]计划生育事务 6.30

　　2100799 　　[2100799]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6.30 6.30

　21011 　[210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7.59

　　2101102 　　[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 31.04 31.04

　　2101103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 6.56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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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4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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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16 545.1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123.05 123.05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43.89 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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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41 本年支出合计 720.10 720.10

上年财政拨款结转 39.69 年终结转

一、一般公共预算 39.69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总计 720.10 支出总计 720.10 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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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0 645.74 74.36

201 [20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0 8.00

　20199 　[20199]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0 8.00

　　2019999 　　[2019999]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0 8.00

207 [2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45.16 478.80 66.36

　20701 　[20701]文化和旅游 545.16 478.80 66.36

　　2070108 　　[2070108]文化活动 39.64 39.64

　　2070199 　　[2070199]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505.52 478.80 26.72

208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3.05 123.05

　20805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3.05 123.05

　　2080502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 44.37 44.37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52.45 52.45

　　2080506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 26.23 26.23

210 [210]卫生健康支出 43.89 43.89

　21007 　[21007]计划生育事务 6.30 6.30

　　2100799 　　[2100799]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6.30 6.30

　21011 　[210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7.59 37.59

　　2101102 　　[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 31.04 31.04

　　2101103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 6.56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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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74

工资福利支出 512.95

　基本工资 209.16

　津贴补贴 22.04

　奖金 1.20

　绩效工资 117.67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2.45

　职业年金缴费 26.2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7.54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6.56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3.61

　住房公积金 46.50

商品和服务支出 73.97

　办公费 5.00

　邮电费 3.50

　取暖费 4.79

　物业管理费 4.00

　差旅费 2.00

　维修(护)费 1.00

　公务接待费 1.00

　委托业务费 0.50

　工会经费 6.63

　福利费 11.61

　其他交通费用 8.2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5.75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7.82

　离休费 27.17

　退休费 17.19

　生活补助 3.65

　医疗费补助 3.50

　奖励金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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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山西省书画院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故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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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山西省书画院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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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山西省书画院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故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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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公务用车购置费

 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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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山西省书画院没有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故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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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供热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17-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书画院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64,200 年度资金总额： 121,4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364,200       省级财政资金 12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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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单位和省文联共用一个办公大楼，其中我单位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与热力公司签订的供热合同实际供暖面积
4060.525平方米，按每平方米7.5元缴费，缴费时间共计5个月，即我单位每年需向热力公司缴纳15.23万元。供热面
积4060.525平方米（其中办公供热面积600平方米，展厅面积386.22平方米，其他供暖面积3074.31平方米包括车库、
人防、大楼管理处作用、对外交流会议室、创作室等）。供热面积*每平方米收费标准*供暖时间，即4060.525平方米
*7.5元/平方米*5个月=15.23万元由于我单位供热面积含有对外，公众免费开放的展厅面积，供大楼管理处使用的面
积等，以及根据我单位业务性质的特殊，我单位创作人员需要独立的创作环境，各创作人员办公用房不能严格按照财
政测算的标准办公用房面积，这样一来财政系统测算金额与我单位实际要向热力公司缴纳的供热费仍有经费缺口，故
特申请经费用于弥补缴纳热力公司的供热费，特恳请财政批准！

立项依据
供热面积4060.525平方米（其中办公供热面积600平方米，展厅面积386.22平方米，其他供暖面积3074.31平方米包括
车库、人防、大楼管理处作用、对外交流会议室、创作室等）。 供热面积*每平方米收费标准*供暖时间，即
4060.525平方米*7.5元/平方米*5个月=15.23万元

项目设立必要性
按照《太原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在每年供暖季一次性付清，以保障每年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期间我单位供暖面积
供暖保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与热力公司签订了供热合同，每年度供热前热力公司对我单位供热设施进行检查。 《太原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

项目实施计划
为改善我市的环境污染状况，发挥集中供热的节能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根据城市集中供热总体规划，我单位
与太原市热力公司签订供热合同以保证冬季我单位办公场所及展厅等场所的供暖。 《太原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按照《太原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在每年供暖季一次性付清，以保障每年11月1日

至次年3月31日期间我单位供暖面积供暖保障。
按照《太原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在每年供暖季一次性付清，以保
障每年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期间我单位供暖面积供暖保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集中供热面积(㎡) ＝4060.53平方米

数量指标

集中供热面积(㎡) ＝4060.53平方米

供热月数 ＝15个 供热月数 ＝5个

供暖费支付次数 ＝3次 供暖费支付次数 ＝1次

质量指标 集中供热覆盖率（%） ≥80% 质量指标 集中供热覆盖率（%） ≥80%

时效指标 供热及时率（%） ≥95% 时效指标 供热及时率（%） ≥95%

成本指标 供热单价成本 ＝7.5元/平米.月 成本指标 供热单价成本 ＝7.5元/平米.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办公环境改善情况 ≥80% 社会效益指标 办公环境改善情况 ≥80%

生态效益指标 环保节能率（%） ≥90% 生态效益指标 环保节能率（%）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我市环境影响改善率（%）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我市环境影响改善率（%）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职工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职工满意度（%） ≥90%

负责人： 宁向荣 经办人： 联系电话： 4041173 填报日期：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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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17-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书画院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40,000 年度资金总额： 8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240,000       省级财政资金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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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创作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几方面：1.用于创作部人员的基础材料费;2.用于创作部人员平时下乡采风的差旅费（包括
来回交通费、到当地的住宿费、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以及举办展览所需装裱、宣传、策展，篆刻等相关费用支出
。并且每年全国都会举办国家级、省级展览，创作人员参加这些大型展览需要专业纸张创作，而这种纸张需要专门
定购，固单位会定期为创作人员统一订购。这笔费用一部分也会从此经费支出。再有就是每年文化援疆活动所需费
用也会从此经费支出。3.支持创作方面的其他支出。备注：基础材料费是保证创作人员每年创作需要的材料补贴，
约占创作人员每年材料支出的十分之一，其余自行解决。由于受专业性质决定，创作部人员必须了解全国本行业相
关学术动态发展情况，所以每年单位会选定一到两项全国性重要展览，派创作人员外出交流学习。这样一来创作人
员能更好的创作出形式内容接地气、思想文化更饱满、时代气息更浓郁的作品来宣传我国的大好河川，人民的生
活，从而提升人民的精神生活。

立项依据 常规项目，以前年度下达延续项目。

项目设立必要性

此创作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几方面： 1.用于创作部人员的基础材料费; 2.用于创作部人员平时下乡采风的差旅费（包
括来回交通费、到当地的住宿费、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以及举办展览所需装裱、宣传、策展，篆刻等相关费用支
出。并且每年全国都会举办国家级、省级展览，创作人员参加这些大型展览需要专业纸张创作，而这种纸张需要专
门定购，固单位会定期为创作人员统一订购。这笔费用一部分也会从此经费支出。再有就是每年文化援疆活动所需
费用也会从此经费支出。 3.支持创作方面的其他支出。 备注：基础材料费是保证创作人员每年创作需要的材料补
贴，约占创作人员每年材料支出的十分之一，其余自行解决。由于受专业性质决定，创作部人员必须了解全国本行
业相关学术动态发展情况，所以每年单位会选定一到两项全国性重要展览，派创作人员外出交流学习。这样一来创
作人员能更好的创作出形式内容接地气、思想文化更饱满、时代气息更浓郁的作品来宣传我国的大好河川，人民的
生活，从而提升人民的精神生活。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管理制度，明确领导机构和责任分工，在艺术委员会的监督下保证项目经费使用的合理性。

项目实施计划

山西省书画院作为我省以美术书法研究和美术书法创作为工作重点的省级唯一学术性专业团体，以创作、研究为中
心，集文化传承、学术交流、作品展览、宣传出版、美誉传播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学术研究机构，担负传承和挖掘
山西独特的地域文化、引领和激励山西当代美术书法创新的责任。当代我省面临“两转”局面，以文化旅游振兴山
西，美术书法创新宣传工作为主要组成部分，要在山西转型发展的趋势里，充分号召，贡献文艺力量，实现文艺工
作者的时代担当。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此创作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几方面： 1.用于创作部人员的基础材料费； 2.用于创作部
人员平时下乡采风的差旅费（包括来回交通费、到当地的住宿费、伙食费、市内交通
费）以及举办展览所需装裱、宣传、策展，篆刻等相关费用支出。并且每年全国都会
举办国家级、省级展览，创作人员参加这些大型展览需要专业纸张创作，而这种纸张
需要专门定购，固单位会定期为创作人员统一订购。这笔费用一部分也会从此经费支
出。再有就是每年文化援疆活动所需费用也会从此经费支出。 3.支持创作方面的其他
支出。 备注：基础材料费是保证创作人员每年创作需要的材料补贴，约占创作人员每
年材料支出的十分之一，其余自行解决。由于受专业性质决定，创作部人员必须了解
全国本行业相关学术动态发展情况，所以每年单位会选定一到两项全国性重要展览，
派创作人员外出交流学习。这样一来创作人员能更好的创作出形式内容接地气、思想
文化更饱满、时代气息更浓郁的作品来宣传我国的大好河川，人民的生活，从而提升

人民的精神生活。

此创作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几方面： 1.用于创作部人员的基础材
料费； 2.用于创作部人员平时下乡采风的差旅费（包括来回交
通费、到当地的住宿费、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以及举办展览所
需装裱、宣传、策展，篆刻等相关费用支出。并且每年全国都会
举办国家级、省级展览，创作人员参加这些大型展览需要专业纸
张创作，而这种纸张需要专门定购，固单位会定期为创作人员统
一订购。这笔费用一部分也会从此经费支出。再有就是每年文化
援疆活动所需费用也会从此经费支出。 3.支持创作方面的其他
支出。 备注：基础材料费是保证创作人员每年创作需要的材料
补贴，约占创作人员每年材料支出的十分之一，其余自行解决。
由于受专业性质决定，创作部人员必须了解全国本行业相关学术
动态发展情况，所以每年单位会选定一到两项全国性重要展览，
派创作人员外出交流学习。这样一来创作人员能更好的创作出形
式内容接地气、思想文化更饱满、时代气息更浓郁的作品来宣传

我国的大好河川，人民的生活，从而提升人民的精神生活。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展出学术性高、思想性高、创

新性高作品
≥660幅

数量指标

展出学术性高、思想性高、创

新性高作品
≥220幅

参加写生交流活动 ≥3次 参加写生交流活动 ≥1次

参加作品展览 ≥9场 参加作品展览 ≥3场

质量指标 作品艺术性 艺委会评审通过 质量指标 作品艺术性 艺委会评审通过

时效指标 进度情况 ≥12个 时效指标 进度情况 ≥4个

成本指标 总经费 ＝240000元 成本指标 总经费 ＝8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群众文化活动市民参与数 ≥4500人
社会效益指标

群众文化活动市民参与数 ≥1500人

推动艺术创新普及美育传播 ≥9个 推动艺术创新普及美育传播 ≥3个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闻宣传影响次数 ≥30次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闻宣传影响次数 ≥10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展览效应和大众评价 ≥85 %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展览效应和大众评价 ≥85 %

负责人： 王志英 经办人： 联系电话： 4041173 填报日期：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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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运行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17-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书画院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95,900 年度资金总额： 65,3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195,900       省级财政资金 6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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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性专项业务，主要用于全年的业务创作。如创作人员收集素材、采风写生的差旅费，创作相关支出
。

立项依据 常规项目，以前年度下达延续项目。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证单位工作的完成，组织业务人员外出学习考察，举办书画篆刻展览。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管理制度，明确领导机构和责任分工，在单位支委会的监督下保证项目经费使用的
合理性。

项目实施计划
我单位是全额无收入事业单位，主要开展全省书画院创作、篆刻活动，开展绘画作品、书法篆刻的展览
与交流。为保证以上工作职能以及先关业务的正常运转的完成。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用于保障当年日常业务及单位运转支出的完成，组织业务人员外出学习考察，

举办、宣传绘画作品、书法篆刻展览。

用于保障当年日常业务及单位运转支出的完成，组织业
务人员外出学习考察，举办、宣传绘画作品、书法篆刻

展览。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差旅次数 ≥30人次 数量指标 差旅次数 ≥10人次

质量指标 耗材质量合格率 ≥95% 质量指标 耗材质量合格率 ≥95%

时效指标 耗材购置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耗材购置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差旅成本 财政标准内 成本指标 差旅成本 财政标准内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单位工作保障度 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单位工作保障度 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书画创作积极性 持续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书画创作积极性 持续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负责人： 王志英 经办人： 联系电话： 4041173 填报日期：    202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