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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

一、单位职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

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究所，由 1959 年中国科学院哲学

社会科学部法学研究所成立的国际法组演变而来，1978 年 9

月改建为国际法研究室，2002 年 10 月成立国际法研究中心，

2009 年 9 月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的主要职责：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深入研究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国际法学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

设国家高端法治智库，培养各类国际法学人才，开展国际法

学学术交流与合作。

二、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内设 7 个

机构，分别为：国际公法研究室、国际私法研究室、国际经

济法研究室、国际人权法研究室、国别法研究室、《国际法

研究》编辑部和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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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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46 万元。

2.事业收入 470 万元。

3.其他收入 52.69 万元。

4.上年结转 71.52 万元。

（二）支出预算

1.科学技术支出 2029.76 万元。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6.35 万元。

3.住房保障支出 75.56 万元。

二、关于部门收入总表的说明

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收入总计 2211.6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617.46 万元，占 73.14%；

上年结转 71.52 万元，占 3.23%；事业收入 470 万元，占 21.25%；

上级补助收入 2.69 万元，占 0.12%；其他收入 50 万元，占 2.26%。

三、关于部门支出总表的说明

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支出总计 2211.6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195.25 万元，占 54.04%；项目支出 1016.42

万元，占 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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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的说明

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1688.9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617.46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上年结转 71.52 万元。

财政拨款支出总计 1688.98 万元。其中，科学技术支出

1507.97 万元，占 89.2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6.35 万元，占

6.3%；住房保障支出 74.66 万元，占 4.42%。

五、关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2022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数为 1617.46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1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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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压减了国际合作与交流专项经

费等项目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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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6.45 万元，

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159.41 万元。

1.社会科学（款）社会科学研究（项）2022 年初预算数为

1428.76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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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7.69 万元，减幅 50%，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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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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5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11.9 万

元，减幅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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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7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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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8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3.31 万元。

（三）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2022 年初预

算数为 74.66 万元，较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0.94 万元，增幅 1.28%。

1.住房公积金（项）2022 年初预算数为 37.2 万元，与 2021

年执行数持平。

2.提租补贴（项）2022 年初预算数为 4.46 万元，较 2021 年

执行数增加 0.69 万元。

3.购房补贴（项）2022 年初预算数为 33 万元，较 2021 年执

行数增加 0.25 万元。

六、关于财政拨款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的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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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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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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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2022 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16.17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4.37 万元，政府采购服

务预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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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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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部门预算中无购置上述资

产计划。

（三）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22年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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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9 万元。根据以前年度

绩效评价结果，优化专项科研业务费等项目支出 2022 年预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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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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横向课题、社科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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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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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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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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