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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

一、单位职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

学院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之一，成立于 1964 年。2020 年

5 月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的实体依托单

位。主要从事全球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

资、国际发展、国际政治、外交政策、国际政治经济学、全

球治理、国际大宗商品和国家安全等领域的研究，是中国经

济政策、国际经济政策和中国外交政策等领域最有影响力的

智库之一。

二、机构设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下设全球宏观

经济研究室、国际金融研究室、国际贸易研究室、国际投资

研究室、国际发展研究室、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外交政策

研究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

理论研究室、全球治理研究室、国际大宗商品研究室、国家

安全研究室等十二个研究室，《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经

济》《国际经济评论》、China & World Economy、《世界

经济年鉴》《世界经济调研》等六个编辑部，办公室、科研

处、人事处三个职能处室，资料信息室（智库办公室）一个

科研辅助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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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部门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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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部门收支总表的说明

（一）收入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6107.76 万元。

2.事业收入 2200 万元。

3.其他收入 622.49 万元。

4.上年结转 1228.27 万元。

（二）支出预算

1.科学技术支出 9417.41 万元。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85.68 万元。

3.住房保障支出 255.43 万元。

二、关于部门收入总表的说明

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收入

总计 10158.5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6107.76

万元，占 60.12%；上年结转 1228.27 万元，占 12.09%；事

业收入 2200 万元，占 21.66%；上级补助收入 187.49 万元，

占 1.85%；其他收入 435 万元，占 4.28%。

三、关于部门支出总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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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支出

总计 10158.5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6415.81 万元，占

63.16%；项目支出 3742.71 万元，占 36.84%。

四、关于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的说明

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财政

拨款收入总计 7336.0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收入 6107.76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上年结转 1228.27 万

元。

财政拨款支出总计 7336.03 万元。其中，科学技术支出

6684.92 万元，占 91.1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95.68 万

元，占 5.39%；住房保障支出 255.43 万元，占 3.48%。

五、关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财政

拨款支出预算数为 6107.76 万元。2022 年，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大力

压减一般性支出，重点压减了项目经费中的非急需非刚性支

出，同时合理保障了社会科学研究等支出需求，体现在有关

支出科目中。

（一）科学技术支出（类）2022 年初预算数 5456.6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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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530.23 万元。

1.社会科学（款）社会科学研究（项）2022 年初预算数

5394.04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574.83 万元，主要原

因是有关科研业务活动支出增加。

2.科技交流与合作（款）国际交流与合作（项）2022

年初预算数 62.61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44.60 万元，

主要原因是部分国际交流活动改为线上举办，相关支出预计

减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

出（款）2022 年初预算数为 395.68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

增加 8.97 万元，增幅 2.32%。

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2 年初

预算数 262.62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4.79 万元。

2.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2 年初预算

数 133.06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4.18 万元。

（三）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2022 年

初预算数 255.43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0.96 万元。

1.住房公积金（项）2022 年初预算数 120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 118 万元增加 2 万元，增幅 1.69%。



15

2.提租补贴（项）2022 年初预算数 26.43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 30.15 万元，减少 3.72 万元，降幅 12.34%。

3.购房补贴（项）2022 年初预算数 109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 108.24 万元，增加 0.76 万元，增幅 0.7%。

六、关于财政拨款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的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过紧日子”和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的要求，切实采取措施，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

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原因是：根据中央文件精神，

“从 2017 年起，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开展学术交流

合作经费实行区别管理，不再纳入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

算进行额度控制”。

202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无公务

用车及运行费，无“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七、其他事项说明

（一）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2 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140.61 万元，全部为政府采

购货物预算。

（二）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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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研究所无公务用车，无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无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2022 年无上述资产新增

购置计划。

（三）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22 年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项目

支出全面实施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3611.72 万元。根据以前年度绩效管理情况，优化专项科研

业务费等项目支出 2022 年预算安排，并进一步改进管理完

善政策。

（四）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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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所取得的收入。

3.上级补助收入：指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

政补助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等以外的收入。

5.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

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支出科目

1.科学技术支出（类）

（1）社会科学（款）：社会科学研究（项），反映除

社科基金支出外的社会科学研究支出；社科基金支出（项），

反映各级政府设立的社科基金支出。

（2）科技交流与合作（款）：国际交流与合作（项），

指反映为提升国家科技水平与国外政府和国际组织开展合

作研究、科技交流等方面的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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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用于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反映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2）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反映用于行政事

业单位养老方面的支出。

3.住房保障支出（类）

反映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主要涉及住房改革支出 1 个

“款”级科目。住房改革支出包括三项：住房公积金、提租

补贴和购房补贴（指无房和未达标住房补贴）。

4.基本支出

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

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5.项目支出

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

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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