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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况

一、本部门职责

1.负 责全省林业和草原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监督管理。

拟订全省林业和草原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政策、规划、标准

并组织实施,起草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组织开展全

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动态监测

与评价。承担省绿化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2.组 织全省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和造林绿化工作。

组织实施林业和草原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开展退耕 (牧 )

还林还草,指导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培育,指导、监督全民义务

植树、城乡绿化工作。组织、指导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防治、

检疫工作。承担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

3.负 责全省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的监督管理。组织编

制并监督执行全省森林采伐限额,指导执行林木凭证采伐、

运输,指导森林经营、利用工作。负责林地、林权管理和天

然林保护工作,拟订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指

导公益林划定和管理工作,管 理省直林区的国有林管理机构

及森林资源。负责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和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工作,监督管理草原的开发利用。负责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

作,贯彻国家湿地保护标准,拟订全省湿地保护规划并组织

实施,监督管理湿地的开发利用。

4.负 责监督管理全省荒漠化防治工作。组织开展荒漠调



查,组 织拟订全省防沙治沙、石漠化防治及沙化土地封禁保

护区建设规划,按照国家荒漠化防治标准拟订配套政策措施

并监督实施,监督管理沙化土地的开发利用,组 织、指导沙尘

暴灾害预测预报和应急处置。

5.负 责全省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监督管理。组织开展陆

生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拟订及调整省级重点保护的陆生野

生动物、植物名录,组织、指导陆生野生动植物的救护繁育、

栖息地恢复发展、疫源疫病监测,监督管理陆生野生动植物

猎捕或采集、人工繁育或培植、拯救保护、经营利用,按分

工监督管理野生动植物进出口。

6.负 责监督管理全省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

湿地公 、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沙漠公园等

各类自然保护地。在国家自然保护地规划和相关国家标准指

导下,负 责全省各类自然保护地的设立、规划、建设和特许

经营等工作,负 责各类自然保护地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国

上空间用途管制。提出新建、调整、撤销各类省级自然保护

地的审核建议并按程序报批,承担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自然

与文化双重遗产项目的相关工作。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

工作。

7.负 责推进林业和草原改革相关工作。拟订集体林权制

度、省直国有林区、国有林场、草原等重大改革意见并监督

实施。拟订农村林业发展、维护林业经营者合法权益的政策

措施,指导农村林地承包经营工作。

8.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资源优化配置、木材利用及相关



林业产业政策,拟订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并监督实施。指导全

省林业和草原产业结构调整,对全省林业和草原生产企业实

行行业指导。按分工组织、指导林产品质量监督。

9,指导国有林场和国有苗圃基本建设和发展,组 织林木

种子、草种种质资源普查,组织建立种质资源库,负 责良种选

育推广,管理林木种苗、草种生产经营行为,监管林木种苗、

草种质量。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生物种质资源、转基因生物

安全、植物新品种保护。

10.指 导全省森林公安工作,监督管理森林公安队伍,指

导全省林业重大违法案件的查处,负 责相关行政执法监管工

作,指导林区社会治安治理工作。

11.负 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按照国家防

治规划和防护标准组织编制全省森林和草原火灾防控规划

并指导实施,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

等工作。组织指导省直国有林场林区和草原开展宣传教育、

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防火工作。必要时,可 以提请应急管

理部门,以应急指挥机构名义,部署相关防治工作。

12.监 督管理林业和草原资金和国有资产,提 出林业和

草原预算内投资、财政性资金安排建议,按规定权限审核规

划内和年度计划内投资项目。参与拟订全省林业和草原经济

调节政策,组织实施林业和草原生态补偿工作。

13.负 责林业和草原科技、教育和外事工作,指导全省林

业和草原人才队伍建设,组 织实施林业和草原国际交流与合

作事务,承担湿地、防治荒漠化、濒危野生动植物等国际公



约履约的有关工作。

14.完成省委、省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5.职 能转变。省林业和草原局要切实加大生态系统保

护力度,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加 强森林、草

原、湿地监督管理的统筹协调,大力推进国土绿化,保障全省

生态安全。加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统一推进各类自然保护地的清理规范和归并整合,构建统一

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

二、机构设工情况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内设 15个职能处室,行政编制 111

名。

2021年部门预算包括局本级预算及所属 38个预算单位 ,

共 39个单位的汇总预算。

第二部分 2021年度部门预算报表



预算公开表 1

2021年预算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 目 2021年 项 目 2021全 I≡

一、一般公共预算 298,079.05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

2,648.00

四、单位资金 162.00 公共安全支出

教育支出 8,361.54

科学技术支出 钅15.0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每 35.53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4,136.87

4,208.75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195,2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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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砝4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预备费

其他支出 13.00

转移性支出 76,666.77

债务还本支出 256.00

债务付息支出 1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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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889.05 本年支出合计 300,889.()5

外交支出

三、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国防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节能环保支出
|

— 」



预算公开表2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预算数

科 目编
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收入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全
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

单位资金

合计 300,889.05 298,079.05 2,648.00 162.00

205 教育支 :|; 8,361.54 54 2,648.00 162.00

职业教育 8,361.5继 5,551.54 2,6继 8.00 162.00

03 技校教育 31.00 31.00

05 高等职业教育 8,330,54 5,520,54 2,648.00 162.()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415.00 415.00

01 技术研究与开发 d15.00 415.00

04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415.00 415.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435.53 11,435.53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1,435.53 l1,435.53

o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71.74 171.74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141.00 2,141.00

05 机关事业申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 费 支 出

6.819.01 6.819.01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
↓
^出 2,303.78 2,303.78

卫生健康支出 4,136.87 4,136.87210

计划生育事务 251.04 251.04

99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251.04 251.04

ll 行政事业 单位医疗 3,885.83 3.885.83

o1 行政单位医疗 365.15 365~15

02 事业 申位医疗 2,674.64 2,674.64

公务员医疗补助 846.04 8衽6~04o3

211 节能环保支出 4,208.75 4,208~75

o1 自然生态保护 1,159.86 1,159.86

04 生物及物种资源保护 30.00 30.00

99 其他 自然生态保护支 ll; 1,129.86 1,129.86

o5 天然林保护 3,048.89 3,048.89

森林管护 2,831.00 2,831.00

07 停伐补助 217.89 217.89

213 农林水支 lll 195,235.15 195,235.15

02 林业和草原 195.235.15 195.235.15

行政运行 lO,235.19 lO,235.19

o4 事业机构 60.605.81 60,605.81

05 森林资源培育 55,633.35 55,633.35

06 技术推广与转化 1,000.00 1,000.00

07 森林资源管理 3,033.00 3,033.00

09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6,225.05 6,225.05

lo 自然保护区等管理 4,800.00 4,800.00

2021年预算收入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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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公开表2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预算数

科目编

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收入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全

财政专户管
理资全

单位资金

11 动植物保护 1,390.87 1,390.87

12 湿地保护 268.00 268.00

13 执法与监督 571.00 571.00

26 林区公共支出 1,440.00 1,440.00

34 林业草原防灾减灾 4,435.00 4,435.00

36 中原管理 89.00 89.00

37 行业业务管理 1,651.13 1,651.13

99 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 43,857.75 43,857.75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8.44 28.44

02 住房改革支出 28.会 4 28.44

01 住房公积金 28.44 28.44

229 其他支出 13.00 13.00

99 其他支出 13.00 13.00

99 其他支 lll 13.00 13.00

230 转移性支出 76,666.77 76,666.77

一般性转移支付 76,666.77 76,666.77

52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古 III
76.666.77 76,666~77

231 债务还本支出 256,00 256.00

ol;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56.00 256.00

02
地方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还

本 ‘
^LH 91.00 91.00

03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还

水 专 出
165.00 165.00

232 债务付息支出 132.00 132~00

03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 132.00 132.00

02
地方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付

息支出
45,00 45~00

03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付

息支出
87.00 87.00

2021年预算收入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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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预算支出总表

预算公开表3

单位 :万元

项 目 2021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l

`
丁^

口 30(),889.05 93,772,00 207,117~05

205 教育支出 8,361.54

03 职业教育 8,361.54

03 技校教育 31.00 31.00

05 高等职业教育 8,330.5钅 7,330.16 1,000.38

206 415.00

04 技术研究与开发 415.00

04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415.00 415.00

208 11,435.53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ll,435.53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71.7每 171.7逐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141.00 2,141.00

05 6,819.01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303.78 2,303.78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136.87

07 计划生育事务 251.04

99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251.04 251.04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885.83

Ol 行政单位医疗 365.15 365.15

02 事业单位医疗 2,674.64 2,674.64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846.04 846.04

节能环保支出 4,208.75

04 自然生态保护 l,159,86

04 生物及物种资源保护 30.00 30.00

1,129.86 1,129.86

05 天然林保护 3,048.89

01 森林管护 2,831.00 2,831.00

07 停伐补助 217.89 217.89

213 195,235.15

02 林业利草原 195,235.15

01 行政运行 10,235.19 10,235.19

04 事业机构 60,605.81 60,605.81

科学技术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819.01

其他 自然生态保护支出99

农林水支出



2021年预算支出总表

单位 :`,元

项 目 2021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05 森林资源培育 55,633.35 55,633.35

06 技术推广与转化 l,000.00 l,000.00

07 森林资源管理 3,033.00 3,033.00

09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6,225~05 6,225.05

10 自然保护区等管理 4,800.00 4,800.00

ll 动植物保护 1,390.87 1,390.87

12 湿地保护 268.00 268.00

13 执法与监督 571.00 571.00

26 林区公共支出 l,440.00 l,440.00

3每 林业草原防灾减灾 4,435.00 4,435~00

36 草原管理 89.00 89,00

37 行业业务管理 1,651.13 1,651.13

99 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 43,857.75 43,857.75

221 28.44

02 住房改革支出 28.44

01 住房公积金 28.44 28.44

229 其他支出 13~00

99 其他支出 13.00

99 其他支出 13.00 13.00

230 转移性支出 76,666.77

一般性转移支付 76,666.77

52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6,666.77 76,666.77

231 债务还本支出 256.00

03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56.00

02 地方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还本支出 91.00 91.00

03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还本支出 165.00 165.00

232 债务付息支出 132.00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 132.00

02 地方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付息支出 45.00 45.00

03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付息支出 87.00 87.()0

住房保障支出

02

03



收入 支 出

项 目 金 额 项 目
全额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全

一、一股公共预算 298.079.05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
讲基全

外交支出

国防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

教育支出 5,551.54 5.551.54

科学技术支出 415.00 415.0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435.53 11,435.53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HI 4,136.87 4,136.87

节能环保支出 4,208.75 4,208.75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195,235.15 195,235.15

交通运输支出

资源勘探T业信息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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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4 28.4.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l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其他支出 13.00 13.00

转移性支lll 76,666.77 76,666.77

债务还本支出 256.00 256.00

债务付息支出 132.00 1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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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079.05 本年支出合计 298,079~05 298,079.05

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一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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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一般预算支出预算表

预算公开表5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 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项目支出

合计 298,079.05 90,962.00 207,117.05

205 教育支出 5,551,54 4,520.16 1,031.38

03 职业教育 5,551.54 4,520.16 1,031.38

03 技校教育 31.00 31.00

05 高等职业教育 5,520.54 4,520.16 1,000.38

206 科学技术支出 415.00 415.00

04 技术研究与开发 415.00 415.00

04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415.00 415.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435.53 11,435.53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1,435.53 11,435.53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71.74 171.74

02 2,1会 1.00 2,141.00

6,819.Ol 6,819.01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303.78 2,303,78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136.87 4,136.87

计划生育事务 251.04 251.04

99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251.04 251.04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885.83 3,885.83

01 行政单位医疗 365.15 365.15

02 事业单位医疗 2,674,64 2,674.64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8‘6.0‘ 846.04

211 节能环保支出 4,208.75 4,208.75

0d 1,159.86 1,159.86

04 生物及物种资源保护 30.00 30.00

99 1,129.86 1,129.86

05 天然林保护 3,048.89 3,048.89

01 森林管护 2,831.00 2.831.00

07 停伐补助 217.89 217,89

213 农林水支出 195,235.15 70,841.00 124,394.15

02 林业和草原 195,235.15 70,8会 1.00 124,394, 15

01 行政运行 10,235.19 10,235.19

04 事业机构 60,605.81 60,605.81

11

基本支出

事业单位离退休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07

自然生态保护

其他自然生态保护支出



项 日 2021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Δ ;亠
【∶, !|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05 森林资源培育 55,633.35 55,633.35

06 技术推广与转化 l,000.00 l,000.00

07 森林资源管理 3,033.00 3,033.00

09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6,225.05 6,225.05

10 自然保护区等管理 4,800.00 4,800.00

ll 动植物保护 l,390.87 l,390.87

12 湿地保护 268.00 268.00

13 执法与监督 571.00 571.00

林区公共支出 1.440.00 1,440.00

34 林业草原防灾减灾 4,435.00 4,435.00

36 草原管理 89.00 89.00

37 行业业务管理 1,651.13 1,651.13

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 43,857.75 43,857.75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8.44 28,44

02 住房改革支出 28.44 28.44

01 住房公积金 28.44 28.44

229 其他支出 13.00 13.00

99 其他支出 13.00 13.00

99 其他支出 13.00 13.00

230 转移性支出 76,666.77 76,666.77

02 一般性转移支付 76.666.77 76,666.77

52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6.666.77 76,666.77

231 债务还本支出 256.00 256.00

03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56.00 256.00

02 地方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还本支出 91,00 91.00

03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还本支出 165.00 165.00

232 债务付息支出 132,00 132.00

03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 132,00 132.00

02 地方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付息支出 45.00 45.00

03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付息支出 87,00 87.00

2021年一般预算支出预算表

预算公开表5

唯位:`J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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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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合 计 90,962.00

77,825.17

基本工资 28,641.60

在聿贝占补贝占 9,891.66

奖金 421.81

绩效工资 17,173.7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7,659.49

职业年金缴费 2,993.67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354.3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980.96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315.69

住房公积金 5,987.47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04.73

商品和服务支出 9,525.87

办公费 1,18座 .59

144.15

咨询费 25.35

手续费 5.58

水费 94.06

电费 559.80

邮电费 53.60

取暖费 l,013.20

309.61

差旅费 1,1钅 7,81

维修 (护 )费 157.36

租赁费 6.98

会议费 31.00

培训费 59.00

公务接待费 37.00

13

预算公开表6

预算数

工资福利支出

印刷费

物业管理费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基本支出分经济科目表

预算公开表6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数 备注

专用燃料费 20.00

劳务费 70.57

委托业务费 1.48

工会经费 947.43

福利费 1,639.65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00.58

其他交通费用 5遮 0.47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776.6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568.46

离休费 320.49

退休费 1,717.38

生活补助 1,132.07

医疗费补助 87.00

奖励金 311.52

资本性支出 42.50

办公设备购置 37.50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5.00

14



预算公开表7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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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该表为空表。

15



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预算公开表8

单位 :万 元

项 目 2021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说明:我局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该表为空表。

16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
“
三公

”
经费支出情况统计表

预算公开表9

单位 :万元

项 目 2021年预算数

因公出国 (境 )费 20~43

公务接待费 52.5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899.68

①公务用车购置费

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99.68

合 计 972.61

17



2021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统计表

预算公开表10

单位 :万元

单位名称

'∠`=亠「∶, 0l 2,293.74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791.81

山西省森林公安局机关行政 86.36

山西省森林公安局中条山分局 206.40

山西省森林公安局吕梁山分局 160.37

山西省森林公安局太岳山分局 244.43

山西省森林公安局太行山分局 93.10

山西省森林公安局关帝山分局 214.92

山西省森林公安局黑茶山分局 102.14

山西省森林公安局管涔山分局 185.49

山西省森林公安局五台山分局 99.70

山西省森林公安局桑干河分局 109.0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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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 )

项目名称 黄河和黄河流域防护林屏障建设工程

主管部门及代码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239 实施单位

相关市县林业局
、省直林局林场
、国家级保护区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长期开展 ) 项目期 3年

中期资金总额 146928 年度资金总额 : 48976

其中:中 央财政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省级财政资金 146928 省级财政资金 48976

市县 (区 )财政资金 市县 (区 )财政资金

单位自筹 单位自筹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资金
(万元 )

项目概况
按照国省国土绿化重要布局,在黄河流域布局实施造林绿化工程97.952万亩 (含贫困县建设

任务),实现国土绿化彩化财化同步推进。

立项依据

2019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
“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干秋大计
” “

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
” “

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
”,省委书记楼阳生多次强调要坚持

国土绿化要坚持绿化彩化财化同步推进。2018年省委省政府印发 《太行山吕梁山生态系统保

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方案》,明确提出重点抓好环京津冀生态屏障区国土绿化,构筑国土

项目设立

的必要性

目前我省尚有宜林荒山1700多 万亩,启动实施黄河和黄河流域防护林屏障建设工程,是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执行省委、省政府坚持绿化彩

化财化同步推进,实现到2025年宜林荒山基本绿化目标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善生

态环境,提高生态承载能力,推动和保障经济转型发展:有利于保护黄河的生态安全,让母

亲河休养生息、造福子孙;有利于维护
“
华北水塔

”
的生态安全,对构建京津冀西部生态屏

障、服务国家生态安全、实现
“
黄河宁,天下平

”
意义重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制度

措施

山西省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

1.县级自查。2.市级核查。3.省级抽查。

项目实施计划 1.下达计划任务。2.组织各地编制、审批、报备作业设计.3.施工建设。4.检查验收

年度目标

目标1:加快国土绿化步伐,实现绿化彩化财化有机统一发展。

目标2:提升黄河和黄河流域防护林屏障绿化水平。

目标3:完成年唐仟务97.952万亩。 (该 目标包含贫困县建设任务 )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指标l:人工造林面积 97.952万亩

指标1:造林成活率 暖温带区≥85%;半干旱区≥70%
质量指标

指标2:造林栽植密度符合国家标准程度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年度任务完成率 100%

5007·t/亩

产出

指标

成本指标 指标1:营造林补助成本

指标1:绿化造林保护环境意识 增强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2:增加劳动力就业 较 好

指标l:生态环境 改善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2:森林覆盖率的提高 促进

指标1: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中长期

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
n向指标 指标2: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有力保障

绩效

指标

满意

度指
士:二

t小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指标1:项 目区社会公众满意度

联系电话 : 0351一407295会

19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 (单位)项 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90%

负责人 : 龚怀勋



` 表 11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 (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度 )

项日名称 环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工程

主管部门及代码 lll西 省林业和草原局 239 实施单位

相关市县林业局
、省直林局林场
、国家级保护区

项日属性 经常性项目 (长期开展 ) 项日期 3年

中期资金总额 : 10704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省级财政资金 lO704

市县 (区 )财政资金 市县 (区 )财政资金

单位自筹

项目资金
(万元 )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按照国省国土绿化重要布局,在环京津冀区域布局实施造林绿化工程21.408万 亩 (含贫困县建

设上E兰豇Σ工凶延亚里土星丝鲫 圆型由凶主坠— —

立项依据

2019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
“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 “

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 “

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省委书记楼阳生多次强调要坚持国土绿
化要坚持绿化彩化财化同步推进。2018年 省委省政府印发 《太行山吕梁山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重苤王壁鱼堡左塞》-,~咀亟壁土重点塾坚彐i裒.津基生态~屏障区国土绿化,构筑国土绿化生态安

项目设立

的必要性

日前我省尚有宜林荒山1700多万亩,启动实施环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工程,是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执行省委、省政府坚持绿化彩化财化同
步推进,实现到2025年宜林荒III基本绿化目标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提
高生态承载能力,推动和保障经济转型发展;有利于维护

“
华北水塔

”
的生态安全,对构建京

津冀西部生态屏障、服务国家生态安全意义重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实施制度:山西省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揎亟 ~L呈级 鱼查±2.市级核查。3.省级抽查。

项目实施计划 1.下达计划任务。2.组织各地编制、审批、报各作业设计。3.施工建设.‘.检查验收

年度目标

目标1:加快国土绿化步伐,实现绿化彩化财化有机统一发展。

日标2:提升环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绿化水平。

日标3:完成年度任务21.‘ 08万亩。 (该 目标包含贫困县建设任务 )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指标1:人工造林面积 21.408万 亩

暖温带区≥85%;半 干早区≥70%
质量指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年度任务完成率 100%

产出

指标

成本指标 指标1:营造林补助成本 500元 /亩

增 强

指标2:增加劳动力就业 提 高

指标1:生态环境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2:森林覆盖率的提高 促进

指标l: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中长期

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2: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

绩效

指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指标1:项 日区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龚怀勋 0351一 4072954

20

32112 年度资金总额 :

省级财政资金 32112

单位自筹

指标1:造林成活率

指标2:造林栽植密度符合国家标准程度

指标1:绿化造林保护环境意识
社会效益

指标

改善

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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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 (单位)项 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 度 )

∷  ~^j 永久性公益林补助

山西省林业和革原局 239 实施单位
省直林区、市县

林业局和林场
经常性项 目 (长期开展 ) 项 目期 3年

中期资金总额 : 34977 ∶11..· ‘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省级财政资金 34977 省级财政资金 l1659

市县 (区 )财政资金 市县 (区 )财政资金

单位自筹 唯位自筹

项 目资金
(万元 )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 ||概祝

我省共区划界定省级公益林2220,4万 亩 (含有林地、疏林地、未成林地、灌木林地、宜林
地、无立木林地等6个地类),其中:国有1652.89万亩,集体567.51万 亩。该项目资金按
照省级公益林管护面积全覆盖,享受补助不重复,补助标准相统一 (国 有林地补助均达到
10元 /亩 ,集体和个人林地补助均达到16元 /亩 ,其中:国有林地管护补助9.75元/亩 ,集体

和个人林地管护补助15.75元 /亩 ,公共管护补助0.25元 /亩 )的思路按面积因素进行分况。

立项依据

《山西省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条例》 (2016年 12月 8日 山西省第十工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条例》指出:永久性公益林保护资金包括省级公益林淼
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大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投入力度,建立与经济
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资金投入机制。 《省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规定:省级公益林应当在
林地范围内进行区划,以国有为主,集体林地作为补充,重点将区位重要或者生态状况脆
弱以及与国有林插花及毗邻的集体林地区划为省级公益林。

项目设立

的必要性

建立省级公益林补助制度,按照事权划分原则,省直林局省级公益林补助资金由省级财政
负担。我省省直林区在山西林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其森林主要分布在我省主要
河流一御河、汾河、清水河、文峪河、漳河、沁河、昕水河、涑水河发源地。对省直林区省
级公益林进行补偿,保障 r管护人员的工资,加强了森林资源管护效果,保证了主要河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根据 《山西省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条例》规定: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资金主要用于经
济补偿、管护劳务、小型设施设备、监督检查和评价监测等方面的支出。根据财政厅、林
业厅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晋财农 (2018)35号 )规定,省财政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资全参照中央财政森林牛本脚番补偿补勖侍田^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 ,申请资金11659万元 (其 中:省直林局1937万元、市县9722万 元), (1)未享受过
补助的省级公益林620.57万 亩,其中:国有林315,58万 亩,管护补助9.75元 /亩 ;集体林
27⒋ 99万亩,管护补助15.75元 /亩 ;公共管护补助0.25元 /亩 ;共需资金?856.16万 元。
(2)享受国家天保补助3元/亩的集体林292.52万 亩,再补管护补助12.75元 /亩 ,公共管护

补助0.25元/亩 ,需资金3802.84万 元。 (3)享受国家天保和省级天保补助lO元/亩的国有
i·

 ..∷ ∷|

目标l:对 2214,72万 亩永久性公益林的保护与管理
目标2:提供就业岗位,保障收入

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567.51万 亩
指标2:森林管护国有林补助面积 1652.89万亩
指标l:管护合同签订率
指标2:省级公益林项目建挡率 10(淋

指标3:管护验收合格率 )95%

指标1:年度任务完成率 lO0%
时效指标

指标2:年度补助资金支付完成率 >97%

指标1:未享受国家补助面积的国有林管 9.75元 /亩

指标2:未享受国家补助面积的集体林管 15.75元/亩

指标3:己享受国家补助面积的集体林管 12.75元 /亩

产出

指标

成本指标

指标4:公共管护补助成本 0~257G/亩

指标1:劳动就业机会 增 加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2:森林资源保护意识 提高

指标1:生态环境 改 善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2:空气质量 改 善

指标】:林业可持续发展 促进

指标2:森林资源管护能力 增 强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指标3:生态文明建设 持续推动

指标 1;管护员满意度 '90%

续效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指标2:当地群众满意度 )90%

负责人 : 周长东 联系电话 o351-723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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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公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 (单位)项 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一天保管护费补助

主管部门及代码 lll西 省林业和草原局 239 省直8大林局、有
关自然保护区

项日属性 延续项日 项目期
2021.1.1———

2021.12.31

中期资金总额 : 42000 年度资金总额 : 11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42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4000

省级财政资金

市县 (区 )财政资金 市县 (区 )财政资金

单位自筹 单位自筹

项目资金
(万元 )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我省于2011年启动实施了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根据国家林业局批准的方案,我省天保工

程二期建设项日利任务主要是:管护森林面积6228.59万 亩,其中:国有林管护面积2075.59万

亩,集体和个人所有的管护面积4153万亩;公益林建设1275万亩,其中:人工造林400万亩、封
lll育 林875万亩,森林抚育710万亩;完善国有林场在职职工的五项社会保险。

立项依据

根据国家林业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继续组织实施长江上游黄

河上中游地区和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 (林规发 (2011)

2号 )精神,省林业厅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编制的 《天然林资

源保护工程二期山西省实施方案》 (晋政办发 (2012)5号 )规定,依法加强现有森林资源的管

护,科学划定森林管护责任区,全面落实森林管护责任制 .

项目设立

的必要性

继续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师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部署,是实施生态兴省战略、加快绿化
山西建设、实现城乡生态化的重要内容,自 天然林保护工程一期建设以来,取得显著成效。但
工程区生态环境总体上依然十分脆弱,缺林少绿、发展乏力的问题还十分突出,随着国家资源
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正式启动,全省转型跨越发展对加快林业生态建设、提

高生态承载力的要求更加迫切,继续推进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仍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

根据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财资环 (2020)36号 )规定:森林资

源管护支出用于天然林保护管理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省财政厅 林业厅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
理办法》 (晋财农 (2018)35号 )规定:管护补助主要用于管护森林资源所发生的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一线设施建设维护和设备购置等支出,重点保障森林管护人员的工资性或劳务性支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2021年 ,本次中请资金14000万元。中请补助面积为1399.99万 亩,全部为国有面积,补助标准

为10元 /亩 ,共计M000万元。

年度目标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降低林业有害生物灾害、森林火灾面积和林业行政案件等发

绩效

指标

级

标
一
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指标1:森林管护面积 (万亩 ) 1399~99

指标l:管护合同签订率 lO0%

指标2:项日建档率 100%质量指标

指标3:管护验收合格率 >95%

100%时效指标 指标1:年度任务完成率

产出

指标

成本指标 指标1:国有林管护补助亩投资 (元/亩 ) 10

指标1:劳动就业机会 增 加

指标2:造林绿化和森林资源保护意识 提 高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生态环境 改善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2:空气质量 改善

中长期

指标2:森林资源管护能力 增 强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3:生态文明建设 持续推动

绩效

指标

满意

度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指标1:管护员满意度 ≥

负责人 周长东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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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 )

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计划

指标1: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0351-7231169

省级财政资金

匚二二二二彐



第三部分 2021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1年度部门预算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1年 ,林草部门预算 300889.05万 元,比 2020年

287187.89万元增加 13701.16万元,主要原因是事业单位改

革,原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引起基本支出增

加。

二、 “三公”
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
“三公”经费预算 972.61

万元,比 2020年增加 232.2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 (境 )

费用 20.43万 元,与 上年相同;公务接待费 52.5万 元,比

上年增加 9.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99.68万 元,比

上年增加 222.78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元 ,与 上年相同。

总体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事业单位改革,原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引起
“三公”

经费增加。

三、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所属省森林公安局等 11家行政单

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2293.74万 元,比 2020年

预算减少 60.96万元,下降 2.59%。

四、政府采购情况

2021年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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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7.32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2657.97万元、政

府采购工程预算 5659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3940.35万

兀。

五、绩效管理情况

2021年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一般公共预算实行绩效目

标管理的项目共 207117.05万元 (包括中央财政列省级部门

预算项目32920.57万元),其中:其他运转类三级项目 32

个,涉及资金 8289.13万 元;特定目标类二级项目44个 ,

涉及资金 198827.92万元 (含跨部门安排项目)。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止2020年 12月 31日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及所属 225

个独立核算的行政、事业及社团组织,占 有使用土地

1726722.28平 方米;房屋构筑物 761499.43平 方米;车辆

791辆 (含公务车、执法执勤车、应急车、机要车、业务车、

老干部车、及生产单位生产车);通用设备 30293件 ;专用

设备 22477件 。

计量单位:兀、平方米、件

期减少本 期末

号
资产大类

原值

39,739,352.85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原值

30293

| 1,221,279,327 30

184,941,514.95:

数量/

面积

本期增加

效盘/

面积
原值

合

 
计

‘】.795,693.261. 12 261,438,494.70

1.140,60`1,006.28

通用设备 28800 1130 61,458.927.52 2977 |20.570.562.20331,l16,566.98

专用设备 19683 15`】 .225.O13.85 4511 38,711,736.16 1717 7,995,205.06

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24

84,431,229.68 7,755,908.66

22477 |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2020年度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表

∶ 5,O17,392,

375,004,932.30∶

402.97|

期初

原值



260,000.00 o 00()178,36().∞
i

312286 ‘,317,O18.48 1003 340.00l 313288 4.345.862.76

32,313,953.68 3859
^,981.948.14

8`17 36,388,865.70
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

物

(I()510

1372尤形资产 1225 3,128,856,701~85 158 68,647,lO8.92 11 2,510,300.81 3,194.993,50· 9.9·6

438,36().∞
|

备注:国有资产决算尚未完成,最终以决算数据为准。

七、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备注

156A 基本公共服务

156A01 科技推广

156A0101 干果经济林提质增效

156A0102 林业科技研发利新技术推广

156B 社会管理性服务

156BOl 公共公益宣传

156B0101 生态文化宣传

156C
行业管理与协调

服务

156C01
行业职业资格和水平

测试管理

156C0101 林业职业资格和水平测试管理

156C02 行业调查

156C0201 森林资源调查

156C0202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调查研究

156C03 行业规划

156C0301 森林经营规划编制

156C0302 林业项目规划编制

156C0303 林业工程作业设计

156C04 行业标准制修订

156C0401 林业标准制修订

156D 技术性服务

156DOl 监测服务

156D0101 无人机防火侦察

156D0102 碳汇计量监测

156D0103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资源监测

156002 检验检疫检测

15600201 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

156D0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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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D0301 林木良种选育

156E
政府履职所需辅

助性服务

156E01 法律服务

156E0101
法律咨询、行政复议、行政诉

讼等服务

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

林业建设可行性研究论证

156E0502 林业产业经济运行分析咨询

156E03 项目评审评估

156B0301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156E0302
林业项目立项与实施方案的评

审评估

156E0201 林业项目检查验收

156E04 绩效评价

156E0401 林业项目绩效评价服务

156E06 技术业务培训

156E0601 林业行业技能培训

156E07
机关信息系统建设与

维护

156E0701 林业系统信息系统建设与维护

156E08 其他

156E0801 野外作业防护救治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基本文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 “三公’经费:指省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

因公出国 (境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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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公出国 (境 )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 (境 )的国际旅

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

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含车辆购

置税、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

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

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

接待 (含外宾接待 )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

经费支出。

五、政府购买服务:指政府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把

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 ,

交由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

和质量等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政府购买服务是一种契约化

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具有权责清晰、结果导向、灵活高效

等特点。

六、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专指教育收费,包括目前在财

政专户管理的高中以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党

校收费,教育考试考务费,函 大、电大、夜大及短训班培训

费等。

七、单位资金:指除政府预算资金 (一般公共预算、政

府性基金预算 )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以外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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