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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 位 概 况

一、主要职能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

“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主要职能是：

1.开展再生资源研究，促进环境资源保护。

2.开展再生资源科学研究，再生资源公益研究，再生资

源利用途径研究。

3.开展再生资源开发，相关信息咨询服务；出版发行《再

生资源与循环经济》杂志。

4.开展再生资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

5.开展环境检测，再生资源产品检测。

6. 承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中国供销集团、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交办的

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

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目前主要机构设置为：综合办公室

（人力资源部）、党群办公室、财务部、科技学术部、研发

中心、检测中心、技术服务中心、成果转化中心、信息部（杂

志社）。



第二部分

2022 年单位预算表





















第三部分

2022 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2022 年收支总体情况的

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所有收入和

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

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支出包括：科学技术支出、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2022

年收支总预算 2272.02 万元。

二、关于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2022 年收入预算情况的

说明

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2022 年收入总预算 2272.02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560.89 万元，占 24.69%；事

业收入 1020 万元，占 44.89%；其他收入 691.13 万元，占

30.42%。



三、关于天津再生资源研究2022年支出预算情况的说明

（一）按照支出科目说明

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2022 年支出总预算 2272.02 万元，

其中：科学技术支出 1938.1 万元，占 85.3%；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 138.67 万元，占 6.1%；住房保障支出 195.25 万元，

占 8.6%。

（二）按照支出性质说明

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2022 年支出总预算 2272.02 万元，

全部为基本支出。

四、关于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

体情况的说明

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560.89 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支。收入 560.89

万元，全部为本年收入。支出包括：科学技术支出 292.39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8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40.5



万元。

五、关于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情况的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560.89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科学技术支出 292.39 万

元，占 52.1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8 万元，占 22.82%；

住房保障支出 140.5 万元，占 25.05%。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情况

1．科学技术支出（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机构运

行（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 292.39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

减少 96.59 万元，下降 24.83%。主要是科研院所养老保险和

职业年金所列科目调整，由本科目调整转列“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

出（项）”。

2．社会保障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2022 年年初预算 128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128 万元。

其中：

（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 85.33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85.33 万

元。主要是科研院所养老保险所列科目调整，由“科学技术



支出（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机构运行（项）”转列本

科目。

（2）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2 年年

初预算数 42.67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42.67 万元。

主要是科研院所职业年金所列科目调整，由“科学技术支出

（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机构运行（项）”转列本科目。

3．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2022 年年

初预算数 140.5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20 万元，增长

14.23%。其中：

（1）住房公积金（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 50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17.5 万元，增加 53.85%。主要是住房公

积金缴费人数和缴费基数增加。

（2）购房补贴（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 90.5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0.5 万元，增长 0.56%。主要是按照所在

地房改政策规定符合发放住房补贴条件的职工人数增加。

六、关于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

本支出情况的说明

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560.89 万元，其中：

（1）人员经费 560.14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

贴补贴、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

年金缴费、住房公积金、退休费。



（2）公用经费 0.75 万元，全部为办公费。

七、关于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

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预算“三公”经费收支情况的

说明

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2022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

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和财政拨款预算“三公”经费

拨款安排的支出。

八、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2022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

资金。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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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收入：指除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四）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安排、结转到本年仍按原

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科学技术支出（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机构

运行（项）：反映技术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研究机构的基本

支出。

（六）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反映

单位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用于住房改革方面的支出。

1.住房公积金（项）：是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该项政

策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

职工中普遍实施，缴存比例最低不低于 5%，最高不超过 12%，

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年工资。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

规定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

特殊岗位津贴等。



2.购房补贴（项）：是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

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 号）

的规定，从 1998 年下半年停止实物分房后，房价收入比超

过 4倍以上地区对无房和住房未达标职工发放的住房货币化

改革补贴资金。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从 2000 年开始发放购房

补贴资金，地方行政事业单位从 1999 年陆续开始发放购房

补贴资金，企业根据本单位情况自行确定。京外中央单位按

照所在地人民政府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政策规定和标准

执行。

（七）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