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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云南省社会保险局 2022 年部门预算
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云南省社会保险局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下

属的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社会保险法

律、法规和省委省政府、厅党组重大决策部署，管理指导全

省的养老（包含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工伤保险业务

经办、基金管理、服务提供工作，受托负责全省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职业年金集中委托投资运营，直接经办省级管理

单位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及职

业年金、工伤保险。

（二）机构设置情况

云南省社会保险局成立于 2001 年，内设 10 个处室：办

公室、财务统计信息处、稽核处、社会保险关系一处、社会

保险关系二处、社会保险关系三处、社会化服务处、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一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二处、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三处。

（三）重点工作概述

一是推动重大改革落实落地。按国家和我省改革部署，



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等重

大改革。完成统一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各项改革任务。确

保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全面落实到位。

二是实施精准扩面专项行动。制定精准扩面基本养老保

险工作方案，精准识别扩面对象，以被征地农民、新业态就

业人员等为重点，精准推进扩面工作。持续巩固工伤保险建

设领域按项目参保成果，查缺补漏进一步做好机关事业单位

参保工作，稳步推进尘肺病重点行业群体参保工作。

三是确保待遇调整发放到位。坚决兜牢民生底线，继续

落实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发放工作，做好工伤保险长期

待遇调整工作，规范有序做好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移交社区管

理后“两费”申领工作。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社保待遇按

时足额发放到位。

四是推动社保经办数字转型。不断完善系统功能，健全

服务平台，加快 “一卡通”建设，加强数据共享，建好云南社

保专题数据库，进一步提升数据质量和数据分析应用能力，

推动社保经办数字化转型。

五是防范化解基金风险隐患。将风险防控措施融入到日

常经办流程，建设与业务系统深度融合的风控系统，进一步

完善制度机制“筑堤坝”，加强系统防控“织密网”，推动稽核

风控数字化转型，着力构建具备事前预防控制、事中核验比

对、事后稽核检查功能的经办防控体系。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云南省社会保险局是财政全额供养的参公管理事业单

位，截止 2021 年 12 月底，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 99 人，其中：事业编制 99 人。在职实有

89 人，其中：财政全额供养 89 人。

公务用车编制 2 辆，实有 2 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2 年部门财务总收入 19,569.05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 19,569.05 万元。与上年对比增加 762.25 万元，增长

4%。主要原因：一是单位新增人员，使人员支出有所增加；

二是新增云南省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专项资金 400万

元；三是按政府采购合同约定，应在本年支付的上年结转资

金。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2 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19,569.05 万元，其中：本年

收入 19,467.92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01.13 万元。本年收入

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9,467.92 万元。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2 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19,569.05万元。财政拨款安排

支出 19,467.9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974.57 万元，与上

年对比增加 268.51 万元，主要原因是单位新增人员。项目支

出 17,493.35万元，与上年对比增加 498.3 万元，主要原因是



新增云南省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专项资金 400万元及

增加了社会保险待遇社会化发放及管理专项资金。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行

政运行 1,509.7 万元，主要用于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和保障日

常运转；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社

会保险业务管理事务 400.35 万元，主要用于社会保险待遇社

会化发放及管理专项经费项目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其

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400 万元，主要用于建

设建设云南省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行政单位

离退休 1.08 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参公管理单位离退休公共

经费；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50.44 万元，主要用于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单位部分缴费；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机关事业

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4.96 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

职业年金单位部分缴费；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财政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16,693 万元，主要

用于省级财政对企业养老保险补助资金项目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行政单位医疗 101.54

万元，主要用于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公务员医疗补助

54.38万元，主要用于单位公务员的医疗补助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

疗支出 4.47 万元，主要用于主要用于单位退休人员的医疗费

用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住房改革支出-住房公积金 138 万元，主

要用于单位住房公积金补助。

五、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一）与中央配套事项

无

（二）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财政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151.76 万元，主要

用于对符合“13、813 号文生活补贴（地州）”条件的退休人

员给予生活上的适当补贴。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190,000 万元，主

要用于保障城乡居民的个人缴费补贴和待遇发放。



（三）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事项

无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

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 9 个，采购预算总额 475.1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75.1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

算 400 万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云南省社会保险局部门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三公”经费预算合计 15.2 万元，较上年减少 0.2 万元，下降

1.3%，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无

（二）公务接待费

云南省社会保险局部门 2022 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 10.8

万元，较上年减少 0.1 万元，预计接待 150 批次，预计接待

1800 人。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云南省社会保险局部门 2022 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

护费为 4.4 万元，较上年减少 0.1 万元，年末公务用车保有

量为 2 辆。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一）省级财政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社保待遇足额发放率达到

100%；按时发放率达到 90%以上。

（二）社会保险待遇社会化发放及管理专项资金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个人权益信息告知率达到 100%；

社会保险待遇发放率达到 100%。全面加强经办能力建设，

实施经办能力提升行动，建设社保经办系统人才队伍，加强

窗口作风建设，严守工作纪律，改进工作作风，切实增强群

众对社保服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三）云南省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专项资金

建设云南省社会保障智慧化决策分析风控系统（指挥平

台），强化大数据技术对风险防控的支撑作用，加强数据统

计分析和查询应用，实现业务运行、服务评价、统计分析、

风险防控、效能监测分区域可量化、可视化，实时跟踪掌握

各经办机构、工作人员管理服务情况，为决策分析、风险防

控提供支持，系统全年正常运行率达到 95%以上。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经济科目：指政府支出按经济性质和具体用途所作的一

种分类科目，具体设类、款两级。

功能科目：指政府支出按其主要职能活动所作的一种分

类科目，主要反映政府活动的不同功能和政策目标，具体设

类、款、项三级。



一般公共预算：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

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

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是指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

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

算，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和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结余

资金随之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同时转移规定比例的统筹基

金。职工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失业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

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云南省社会保险局部门 2022 年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986.72 万元，与上年对比增加 495.84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新

增云南省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专项资金，二是社

会保险待遇社会化发放及管理专项资金 2022 年预算增加。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云南省社会保险局部门资产

总额 289.45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36.85万元，固定资产 252.6

万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 0 万元，在建工程 0 万元，无形

资产 0 万元，其他资产 0 万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

减少 124.60 万元（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正常计提折旧产生的

减少），其中固定资产总额减少 124.60 万元，处置房屋建筑

物 0 平方米，账面原值 0 万元；处置车辆 0 辆，账面原值 0

万元；报废报损资产项，账面原值 0 万元，实现资产处置收



入 0 万元；资产使用收入 0 万元，其中出租资产 0 平方米，

资产出租收入 0 万元。鉴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日的国有资

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 2021 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

此处公开为 2021 年 12月资产月报数。

云南省社会保险局

2022 年 2 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