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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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研究所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

宗教学术研究专门机构。本所的宗旨是:运用科学的立场、

观点、方法并积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有关的学术成果,

对宗教学基础理论和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本土各种宗教的

教义、经典、历史、现状以及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

行多视角、多方位的研究,以增进对人类观念形态和社会文

化发展的整体认识,加强对世界面貌和中国国情的全面了解,

为国家现代化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内设 14

个机构，分别为：办公室、科研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

室、基督教研究室、佛教研究室、宗教学理论研究室、儒教

研究室、伊斯兰教研究室、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当代宗

教研究室、宗教艺术研究室、数字人文宗教与宗教舆情研究

室、《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世界宗教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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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8.58 万元。

2.事业收入 270 万元。

3.其他收入 296.16 万元。

4.上年结转 184.42 万元。

（二）支出预算

1.科学技术支出 4218.85 万元。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30.26 万元。

3.住房保障支出 17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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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研究所收入总计

4719.16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968.58 万元，

占 84.1%；上年结转 184.42 万元，占 3.91%；事业收入 270

万元，占 5.72%；其他收入 180 万元，占 3.81%；上级补助

收入 116.16 万元，占 2.46%。

三、关于部门支出总表的说明

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支出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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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9.1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121.17 万元，占 44.95%；

项目支出 2597.99 万元，占 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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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研究所财政拨款收

入总计415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968.58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上年结转 184.42 万元。

财政拨款支出总计 4153 万元，其中，科学技术支出

3732.69 万元，占 89.8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0.26 万

元，占 6.03%；住房保障支出 170.05 万元，占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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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研究所财政拨款支

出预算数为 3968.58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278.08 万

元。2022 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

本所合理保障了新增社会科学研究等支出需求。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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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重点压减了项目经费中非

急需非刚性支出，体现在有关支出科目中。

（一）科学技术支出（类）2022 年初预算数 3548.27 万

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288.22 万元。

1.社会科学（款）社会科学研究（项）2022 年初预算数

3523.27万元，较2021年执行数增加287.82万元，增幅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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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

增加了有关业务活动支出。

2.科技交流与合作（款）国际交流与合作（项）2022

年初预算数 25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0.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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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26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

减少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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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09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6.69 万元。

2.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2 年初预算

数 84.17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2.11 万元。

（三）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2022 年

初预算数 170.05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1.34 万元。

1.住房公积金（项）2022 年初预算数 80.05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0.05 万元。

2.提租补贴（项）2022 年初预算数 20 万元，较 2021 年

执行数增加 2.1 万元，增幅 11.73%。

3.购房补贴（项）2022 年初预算数 70 万元，较 2021 年

执行数减少 3.49 万元，降幅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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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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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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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采取措施，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2022 年“三公”

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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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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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财政拨款公务接待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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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2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

货物预算 54.82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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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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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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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研究所项目支出全

面实施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413.5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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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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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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基金等。

3.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等以外的收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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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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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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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用于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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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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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