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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

一、单位职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成立于 1961 年，是中

国最大的西亚非洲学术研究机构，也是国家高端智库中国

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成员单位，研究范围涵盖西

亚非洲 74 个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包括该地区的政治、经

济、国际关系、历史、社会、文化、民族、宗教、法律等

问题。2019 年，中国非洲研究院揭牌成立，中国社会科学

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加挂中国非洲研究院牌子。中国非洲研

究院旨在同非洲各国深化文明互鉴，加强治理和发展经验

交流，为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面向未来的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二、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内

设 12 个机构，分别为：办公室、科研处、国际交流处、图

书信息室、政治研究室、经济研究室、国际关系研究室、社

会文化研究室、民族宗教研究室、和平安全研究室、《西亚

非洲》编辑部、《中国非洲学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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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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5.41 万元。

2.事业收入 160 万元。

3.其他收入 150.54 万元。

4.上年结转 1340.34 万元。

（二）支出预算

1.科学技术支出 5593.34 万元。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5.86 万元。

3.住房保障支出 117.09 万元。

二、关于部门收入总表的说明

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收入总计

5956.2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305.41 万元，占

72.28%；上年结转 1340.34 万元，占 22.50%；事业收入 160 万元，

占 2.69%；上级补助收入 97.04 万元，占 1.63%；其他收入 53.50

万元，占 0.90%。

三、关于部门支出总表的说明

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支出总计

5956.2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903.74 万元，占 31.96%；项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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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4052.55 万元，占 68.04%。

四、关于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的说明

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财政拨款收入总

计 5645.75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4305.41 万

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上年结转 1340.34 万元。

财政拨款支出总计 5645.75 万元。其中，科学技术支出

5282.80 万元，占 93.5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5.86 万元，占

4.36%；住房保障支出 117.09 万元，占 2.07%。

五、关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财政拨款支出预

算数为 4305.41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261.80 万元，下降

5.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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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压减了期刊补

助专项经费、国际合作与交流专项经费等项目中涉及的非急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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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8.77 万元，

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255.31 万元。

1.社会科学（款）社会科学研究（项）2022 年初预算数为

3953.77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206.48 万元，减幅 4.96%。

2.科技交流与合作（款）国际交流与合作（项）2022 年初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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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数 15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48.83 万元，减幅 76.50%，

主要原因是部分国际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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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5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1.77 万

元。

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2 年初预算

数为 145.72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2.66 万元。

2.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2 年初预算数为

73.83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0.89 万元。

（三）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2022 年初预

算数为 117.09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4.72 万元。

1.住房公积金（项）2022 年初预算数为 53.81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11.19 万元，减幅 17.22%。

2.提租补贴（项）2022 年初预算数为 13.28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0.48 万元，增幅 3.75%。

3.购房补贴（项）2022 年初预算数为 50 万元，较 2021 年执

行数增加 5.99 万元，增幅 13.61%。

六、关于财政拨款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的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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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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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2022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

款预算 4.80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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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4.80 万元，为公务用车运行费，主要

用于公务用车运行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

无公务接待费财政拨款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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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4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

预算 19.54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4.80 万元，无政府采购工程

预算。

（二）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共

有车辆 1 辆，为其他用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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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非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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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0.35 万元。根据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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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绩效评价结果，优化期刊补助专项经费等项目支出 2022 年预

算安排，并进一步改进管理、完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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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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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横向课题、社科基金、教育收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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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会科学支出（项），反映用于

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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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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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反映用于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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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