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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 

一、单位职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国家级专业研究机构，

其前身为建于 1938 年的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1950 年

5 月 1 日成立，初属中国科学院。1977 年 5 月改称现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要研究 1840—1949 年

间的中国历史，内容涉及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外

交、思想、文化、社会等领域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历

史。主要职责包括： 

（1）收集、整理和出版海内外中国近代史资料，为上

述领域的学术研究奠定基础。 

（2）承担各类学术研究课题，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建

设。 

（3）组织学术会议，推动学术交流，引领学术发展潮

流。 

（4）发挥学术优势，向有关部门提供对策性建议。 

（5）承担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设有晚

清史研究室、近代经济史研究室、近代思想史研究室、近代

社会史研究室、革命史研究室、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近代中

外关系史研究室、台湾史研究室、抗日战争史研究室、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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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研究室、近代通史研究室、近代史史料学研究室等 12

个研究室；《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台湾历史研究》、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等 4 个编辑部；科研处、

综合处 2 个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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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部门预算表 

   公开表 1 

部门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5,431.94 一、外交支出 113.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科学技术支出 7,450.04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20.25 

四、事业收入 730.00 四、住房保障支出 304.52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其他收入 495.00    

      

      

本年收入合计 6,656.94 本年支出合计 8,387.81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上年结转 1,730.87    

      

收 入 总 计 8,387.81 支 出 总 计 8,3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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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 7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  计       

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也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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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 8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  计       

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也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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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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1.94 万元。 

2.事业收入 730 万元。 

3.其他收入 495 万元。 

4.上年结转 1730.87 万元。 

（二）支出预算 

1.外交支出 113 万元。 

2.科学技术支出 7450.04 万元。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20.25 万元。 

4.住房保障支出 304.52 万元。 

二、关于部门收入总表的说明 

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入总计

8387.81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5431.94 万元，

占 64.76%；上年结转 1730.87 万元，占 20.64%；事业收入

730 万元，占 8.70%；上级补助收入 233.84 万元，占 2.79%；

其他收入 261.16万元，占 3.11%。 

三、关于部门支出总表的说明 

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支出总计

8387.8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043.38 万元，占 48.21%；

项目支出 4344.43 万元，占 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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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的说明 

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财政拨款收入

总计 7162.81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5431.94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上年结转 1730.87 万元。 

财政拨款支出总计 7162.81 万元。其中，外交支出 113

万元，占 1.58%；科学技术支出 6340.04 万元，占 88.5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65.25 万元，占 6.50%；住房保障支出

244.52 万元，占 3.41%。 

五、关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财政拨款支出

预算数为 5431.94 万元，较 2021年执行数减少 430.66 万元，

减幅 7.35%。2022 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

的要求，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重点

压减了专项科研业务费等项目中的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同

时合理保障社会科学研究等支出需求，体现在有关支出科目

中。 

（一）外交支出（类）其他外交支出（款）其他外交支

出（项）2022 年初预算数为 83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83 万元,主要原因是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研究项目支出增

加。 

（二）科学技术支出（类）2022年初预算数 4735.17 万

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534.43万元，减幅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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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科学（款）社会科学研究（项）2022 年初预算数

为 4700.26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529.51 万元，减幅

10.12%，主要原因是有关科研业务活动支出减少。 

2.科技交流与合作（款）国际交流与合作（项）2022 年

初预算数 34.91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4.92 万元，减

幅 1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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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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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25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

增加 30.53 万元，增幅 9.01%。 

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2 年初

预算数 245.08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20.48万元。 

2.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2 年初预算

数 124.17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10.05 万元。 

（四）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2022 年

初预算数 244.52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9.76 万元，

减幅 3.84%。 

1.住房公积金（项）2022 年初预算数 126 万元，与 2021

年执行数持平。 

2.提租补贴（项）2022 年初预算数 28.52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1.48 万元，减幅 4.93%。 

3.购房补贴（项）2022 年初预算数 90.00 万元，较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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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执行数减少 8.28 万元，减幅 8.42%。 

六、关于财政拨款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的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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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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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73 万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预算 47.83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4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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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共有车辆 1 辆，为其他用车，主要是研究所业务用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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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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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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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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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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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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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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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支出（类） 

反映用于外交事务支出。主要涉及对外合作与交流 1 个

“款”级科目，反映党政、人大、政协领导人和外交部门赴

外参加国际交流活动支出，接待外国政要来华交流及参加在

华举办各项国际活动代表团的支出，在我国举办国际会议支

出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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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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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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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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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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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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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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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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