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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建设报社基本情况

（一）主要职能

中国建设报社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属公益二类单位。

我社主办的《中国建设报》是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惟一

综合性报纸，是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指定的建筑工程

招标公告发布媒体，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刊登法规、规范、

标准等的全媒体平台。主要职责：贯彻执行党的新闻宣传路

线、方针、政策，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紧扣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中心工作，开展新闻宣传报道，报道内容涵盖住房保障、

住房改革与发展、标准定额、房地产市场、建筑市场、城市

建设、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住房公积金、城市管理等

领域。

（二）机构情况

我社是一个经费自理的事业法人独立机构，部人事司批

准我社内设机构 16 个。

内设机构分别为：新闻中心、新媒体部、出版发行部、

战略合作部、发展运营部、记者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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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建设报社 2022 年预算表

公开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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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9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2.25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卫生健康支出 145.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城乡社区支出 3130.50

四、事业收入 3815.81 四、住房保障支出 202.25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其他收入 60.00

本年收入合计 3900.00 本年支出合计 3900.00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上年结转

收 入 总 计 3900.00 支 出 总 计 3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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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 2

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合计 上年结转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下级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使用非财政

拨款结余

中国建设报社 3900.00 24.19 3815.81 60.00

注：本单位 2022 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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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 3

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

支出

对下级单位

补助支出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2.25 422.25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22.25 422.25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03.69 203.69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18.56 218.56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45.00 145.0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45.00 145.00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45.00 145.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3130.50 3130.50

212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3130.50 3130.50

2120199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3130.50 3130.5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02.25 202.25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02.25 202.25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82.17 182.17

2210202 提租补贴 8.08 8.08

2210203 购房补贴 12.00 12.00

合 计 3900.00 3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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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 4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24.19 一、本年支出 24.19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4.19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19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二、上年结转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二、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24.19 支 出 总 计 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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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 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预算数

扣除中央基建投资后预算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19 24.19 24.19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4.19 24.19 24.19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4.19 24.19 24.19

合 计 24.19 24.19 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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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 6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2 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4.19 24.19

30302 退休费 24.19 24.19

合 计 24.19 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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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建设报社 2022 年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2 年收支预算情况总体说明。

中国建设报社 2022 年收支总预算 39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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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卫生健康支出、城乡社区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二）2022 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中国建设报社 2022 年收入预算 3900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4.19 万元，占 0.62%；事业收入 3815.81

万元，占 97.84%；其他收入 60 万元，占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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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 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中国建设报社 2022 年支出预算 3900 万元，全部为基本

支出。

（四）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总体说明。

中国建设报社 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24.19 万元。

收入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4.19 万元。支出为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24.19 万元。

（五）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情况。

中国建设报社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24.19

万元，用于发放一部分退休人员经费补助。

2.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结构情况。

中国建设报社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全部

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24.19 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2022 年预算数为 24.19 万元，用于发

放一部分退休人员经费补助。

（六）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中国建设报社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24.19 万

元，其中：人员经费 24.19 万元，为退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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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中国建设报社 2022 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279.90 万元，

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37.9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24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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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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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

以外的收入。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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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

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

资金。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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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指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经费方面的支

出。

九、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其他城乡

社区管理事务支出（项）：指用于其他城乡社区管理的支出。

十、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指按照国家

政策规定用于住房改革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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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房公积金（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

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二）提租补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

事业单位向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三）购房补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

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十一、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

位医疗（项）：反映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的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