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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外交部概况

一、外交部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外交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代表国家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代表国家和政府办理外交事务，承办党和

国家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的外交往来事务。

（二）调查研究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中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研

究分析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外交工作的重大问题，为党中

央、国务院制定外交战略和方针政策提出建议。

（三）按照外交总体布局，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经援、文化、

军援、军贸、侨务、教育、科技、外宣等重大问题，负责与有关单位

协调，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情况、提出建议。

（四）起草外交工作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草案和政策规划。

（五）负责处理联合国等多边领域中有关全球和地区安全以及政

治、经济、人权、社会、难民等外交事务。

（六）负责国际军控、裁军、防扩散等领域工作，研究有关国际

安全问题，组织军控方面有关条约、协定的谈判。

（七）负责办理国家对外缔结双边、多边条约事务，负责国际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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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合作有关事项，负责或参与处理涉及国家和政府的重大涉外法律案

件，协助审核涉外法律法规草案，组织协调有关我国履行国际公约、

协定工作。

（八）牵头或参与拟订陆地、海洋边界相关政策，指导协调海洋

对外工作，组织有关边界划界、勘界和联合检查等管理工作并处理有

关涉外案件，承担海洋划界、共同开发等相关外交谈判工作。

（九）发布重要外交活动信息，阐述对外政策，负责国家重要外

事活动新闻工作，组织公共外交活动，主管在华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

新闻机构事务。

（十）负责国家对外礼仪和典礼事务，负责国家重要外事活动礼

宾事宜，负责驻华外交机构在华礼遇、外交特权和豁免事宜。

（十一）负责领事工作。管理外国驻华外交、领事机构；负责海

外侨务工作；办理和参与境内涉外案件的对外交涉工作；负责领事保

护和协助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并指导驻外外交机构处理领

事保护和协助案件，发布领事保护和协助的预警信息。

（十二）负责协调处置境外涉我突发事件，保护境外中国公民和

机构的合法权益，参与处置境内涉外突发事件。

（十三）依法管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外交、领事事务，处理

涉台外交事务。

（十四）指导、协调地方和国务院各部门外事工作，审核地方和

国务院各单位的重要外事规定和上报国务院的外事请示，会同有关部

门研究提出对重大外事违规违纪事件的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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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处理和协调关系国家安全问题的有关涉外事宜。

（十六）负责国家重要外事活动、外交文件和文书翻译工作。

（十七）领导驻外外交机构及驻香港、澳门特派员公署工作，负

责驻外外交机构干部队伍建设，指导、监督驻外外交机构及驻香港、

澳门特派员公署信息化、财务和馆舍建设工作，负责驻华外交机构房

地产使用管理工作。

（十八）代管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归口管理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外事工作。

（十九）承办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外交部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部本级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外交

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中心、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机关服务中心、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部档案馆、外交学院6家二级预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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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外交部 2020 年部门预算表

部门公开表 1

部门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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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公开表 2

部门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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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公开表 3

部门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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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公开表 4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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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公开表 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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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公开表 6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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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公开表 7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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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公开表 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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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外交部 2020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外交部 2020 年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外交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

理。收入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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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支出包括：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外交支出、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和住房保障支

出等。2020年外交部部门预算总额为1,343,023.23万元人民币（货币

单位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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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外交部 2020 年收入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0年外交部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1,343,023.23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238,259.72万元，事业收入40,033.58万元，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7,344.00万元，其他收入 7,038.54万元，上年结转

40,821.91万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9,525.48万元。收入构成如下：

图 1 收入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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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外交部 2020 年支出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0 年外交部部门支出预算总额为 1,343,023.23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220,927.98 万元、项目支出 1,116,939.25 万元，事业单位

经营支出 5,156.00 万元。

图 2 支出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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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外交部 2020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的情况说明

外交部 2020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1,276,067.27 万元。收入全

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包括：当年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收入 1,238,259.72 万元、上年结转 37,807.55 万元；支

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0 万元、外交支出 1,177,835.10 万元、

教育支出 18,954.09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0,004.19 万元、住

房保障支出 19,153.89 万元。

图 3 财政拨款支出总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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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外交部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的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外交部 2020 年财政拨款预算总额 1,238,259.72 万元,较 2019

年执行数减少 179,109.97 万元，下降 12.64%。主要是按照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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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压减机关公用经费和行政管理、国际交流合作等

项目支出中的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同时合理保障了必要支出需求，体

现在有关支出科目中。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120 万元，占 0.01%；外交（类）支出

1,143,103.31 万元，占 92.32%；教育（类）支出 16,851.09 万元，

占 1.36%；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59,315.32 万元，占 4.79%；

住房保障（类）支出 18,870.00 万元，占 1.52%。

图 4 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支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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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纪检监察事务（款）派驻派出机构（项）

2020 年预算数为 120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增加 21.96 万元,上升

22.40%。主要是用于加强纪检监察工作。

2.外交（类）外交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2020 年预算数

为 72,112.04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减少 24,588.66 万元，下降

25.43%。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相关经费。

3.外交（类）外交管理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2020

年预算数为 8,296.15 万元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减少 11,796.14

万元，下降 58.71%。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相关经费。

4.外交（类）外交管理事务（款）机关服务（项）2020 年预算数

为 1,450.05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减少 604.06 万元，下降 29.41%。

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相关经费。

5.外交（类）外交管理事务（款）专项业务（项）2020 年预算数

为 3,347.75万元，比2019年执行数减少4,487.57万元，下降57.27%。

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相关经费。

6.外交（类）外交管理事务（款）事业运行（项）2020 年预算数

为 2,360.89万元，比2019年执行数减少2,712.79万元，下降53.47%。

主要是中央单位参加养老保险改革后，退休人员待遇转由社保基金发

放，相应减少支出。

7.外交（类）外交管理事务（款）其他外交管理事务（项）2020

年预算数为 9,275.00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增加 7,853.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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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 552.39%。主要是基本建设类项目增加。

8.外交（类）对外援助（款）其他对外援助（项）2020 年预算数

为 16,899.00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减少 324.94 万元，下降 1.89%。

9.外交（类）国际组织（款）国际组织会费（项）2020 年预算数

为 281,302.23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增加 25,761.36 万元，上升

10.08%。主要是 2019 年国际组织会费有关项目使用上年结转。

10.外交（类）国际组织（款）国际组织捐赠（项）2020 年预算

数为 31,830.00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减少 2,466.71 万元，下降

7.19%。主要是部分捐赠项目支出减少。

11.外交（类）国际组织（款）维和摊款（项）2020 年预算数为

677,050.00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减少 110,619.14 万元，下降

14.04%。主要是年度缴纳维和摊款减少。

12.外交（类）对外合作与交流（款）在华国际会议（项）2020

年预算数为 25,000.00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减少 4,120.09 万元，

下降 14.15%。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在华国际会议减少，相应减少预算。

13.外交（类）对外合作与交流（款）国际交流活动（项）2020

年预算数为 1,957.95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减少 7,414.77 万元，

下降 79.11%。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国际交流活动减少，相应减少预算。

14.外交（类）对外合作与交流（款）其他对外合作与交流（项）

2020 年预算数为 11,962.25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减少 25,773.19

万元，下降 68.30%。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对外合作与交流活动减少，

相应减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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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外交（类）其他外交支出（款）其他外交支出（项）2020 年

预算数为260.00万元，比2019年执行数增加94.52万元，上升57.12%。

主要是区域合作项目增多。

16.教育（类）普通教育（款）高等教育（项）2020 年预算数为

14,401.09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减少 6,781.38 万元，下降 32.01%。

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相关经费。

17.教育（类）留学教育（款）出国留学教育（项）2020 年预算

数为 2,450.00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减少 7,872.43 万元，下降

76.27%。主要是部分留学生经费划转教育部管理使用，减少拨款。

1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行政单位

离退休（项）2020 年预算数为 12,586.44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增

加 466.80 万元，上升 3.85%。主要是离退休人员人数增加。

19.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离退休人

员管理机构（项）2020 年预算数为 1,948.30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

减少 143.08 万元，下降 6.84%。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

相关经费。

20.社会保障和就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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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预算数为 29,853.72 万元，

比 2019 年执行数增加 14,111.44 万元，上升 89.64%。主要是落实机

关事业单位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清缴政策。

2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

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0 年预算数为 14,926.86 万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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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执行数减少 19,556.54 万元，下降 56.71%。主要是机关事业

单位人员职业年金准备期清缴工作 2019 年已完成，相应减少预算。

22.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款）住房公积金（项）2020 年预

算数为 11,550.00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增加 1,692.12 万元，上升

17.17%。主要是发放住房公积金人数增加。

23.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款）提租补贴（项）2020 年预算

数为 1,370.00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增加 31.98 万元，上升 2.39%。

主要是发放提租补贴人数增加。

24.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款）购房补贴（项）2020 年预算

数为 5,950.00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增加 118.04 万元，增加 2.02%。

主要是发放购房补贴人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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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外交部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的情况说明

外交部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64,588.78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131,399.83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奖金、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补助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住房公积金、医疗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款）、离休费、退

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助学金、奖励金、其他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日常公用经费 33,188.95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

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

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

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

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

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公务用车购置、无形资产购置、其他资本性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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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外交部 2020 年“三公”经费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0 年外交部“三公”经费预算数 3,747.08 万元，其中：因公

出国（境）费 2,728.8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1,015.37 万元；公

务接待费 2.91 万元。2020 年“三公”经费预算比 2019 年减少 5，500.83

万元，压缩 59.48%，主要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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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力压

减因公出国（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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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于外交部 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外交部 2020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拨款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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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于 2020 年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国际组织会费项目情况。

1.项目概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际组织是我国参与国

际规则制定和全球事务治理的重要舞台。支持各国际组织发展，特别

是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是构建“相互尊重、公平

正义、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中

发挥的作用日益提升，在各国际组织中扮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截至

目前，在我已加入的国际组织中，由外交部代表国家缴纳会费的有 29

个，主要有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全面禁止核试条约组织、禁止化

学武器公约组织、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海底管理局、亚太经合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等。

2.立项依据

及时、足额地向我国加入的国际组织缴纳会费，是我国履行成员

国义务、兑现国际承诺、践行负责任大国理念的必然要求。同时，履

行会费缴纳义务，有效地提升了我国对相关国际组织的话语权和影响

力，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

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国际组织会费由各会员国按一定规则分摊，具体分摊办法及分摊

比例根据组织职能、会员国构成情况及各会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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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以联合国会费为例，联合国是迄今最有影响力的多边国际组织，

我国作为该组织成员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承担缴纳联合国会费

义务，以支持联合国正常运转。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会

费应由全体会员国按比例分摊，会员国有义务及时、足额、无条件缴

纳会费。各国负担份额依据《联合国宪章》第 17 条规定，由会员国依

照联大决议确定的分配限额进行分摊，而支付能力（以会员国国民收

入、人均收入、统计基期、兑换率等因素衡量）是确定会费份额的基

本原则。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支付能力

不断增强，我国分摊联合国会费比额从 1990 年的 0.77%逐步增加到

2019-2021 年的 12.005%，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会费国。

3.实施主体

外交部负责国际组织会费管理的主体包括外交部国际司、军控司、

条法司、国际经济司等司局以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院等部属单位；我相关驻外使领馆、团和部属单位分别作为缴纳主

体。具体为：

（1）“联合国会费”和“联合国国际刑庭余留机制摊款”，由外

交部国际司在部内履行报批程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履行会费缴纳手续。

（2）国际移民组织会费，由外交部国际司在部内履行报批程序，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履行会费缴纳手续。

（3）全面禁止核试条约组织会费，由外交部军控司在部内履行报

批程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履行会费缴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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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会费，由外交部军控司在部内履行报

批程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履行会费缴纳手续。

（5）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组织会费、渥太华禁雷公约缔约国大会会

费、地雷议定书缔约国大会会费、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会议会费、

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缔约国年会会费、《集束弹药公约》缔约国会

议会费、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会费，由外交部军控司在部内履行报批

程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履行会费缴纳手续。

（6）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会费，由外交部军控司在部内履行报

批程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团履行会费缴纳手续。

（7）常设仲裁法院会费、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会费，由外交部条法

司在部内履行报批程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使馆履行会费缴纳

手续。

（8）国际海底管理局会费、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会费，由外交部

条法司在部内履行报批程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履

行会费缴纳手续。

（9）国际涉海法庭会费，由外交部条法司在部内履行报批程序，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汉堡总领馆履行会费缴纳手续。

（10）亚非法协会费，由外交部条法司在部内履行报批程序，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使馆履行会费缴纳手续。

（11）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会费，由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在部内履行

报批程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履行会费缴纳手续。

（12）亚太经合组织会费，由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在部内履行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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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使馆履行会费缴纳手续。

（13）湄公学院会费，由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在部内履行报批程序，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国使馆履行会费缴纳手续。

（14）中国—东盟中心会费，由外交部亚洲司在部内履行报批程

序，由外交部财务司履行会费缴纳手续。

（15）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会费，由外交部亚洲司在部内履行报批

程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韩国使馆履行会费缴纳手续。

（16）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及常设机构会费，由外交部欧亚司在

部内履行报批程序，由外交部财务司履行会费缴纳手续。

（17）国研院国际组织会费、太平洋国际组织会费、CSCAP 国际

组织会费，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履行报批程序和会费缴纳手续。

（18）外交学会国际组织会费，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履行报批程

序和会费缴纳手续。

4.实施方案

每年由相关国际组织根据表决通过的预算总体方案和各会员国会

费分摊比例，确定各会员国当年应缴纳的会费额度，并照会各会员国

按时缴纳。我部依据国际组织的缴款照会和财政批复的预算额度，履

行部内审批程序后，委托我相关驻外使领馆、团或部属单位代为缴纳。

多年来，我部均代表国家及时、足额缴纳国际组织会费。为此，

我国已多年在联合国网站和联大会场宣传册中被列名表扬，充分体现

我对相关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展现我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

义务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我国在履行会费缴纳义务的同时，注重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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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义务转化为制度性权利，以更好地参与和引导联合国等相关国际组

织的规则制定、决议表决和改革事务，不断提升我国在相关国际组织

中的地位以及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切实维护我国重大核心

利益。

5.实施周期

国际组织会费义务期限与我在该国际组织的存续期相一致，长期

滚动执行，每年均须缴纳，具体缴纳时点以国际组织照会通知的时限

为准。

6.年度预算安排

2020 年安排该项目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281,302.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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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绩效目标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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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关运行经费。

2020 年外交部本级、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2 家行政单位以及外交

部档案馆 1 家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30,557.91 万元，较 2019 年预算减少 3,854.68 万元，下降 11.20%.

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相关经费。

（三）政府采购情况。

2020 年外交部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68,342.40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20,139.09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16,528.09 万

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31,675.22 万元。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部门共有车辆 103 辆，其中，部级领导

干部用车 25 辆、机要通信用车 25 辆、应急保障用车 2辆、其他用车

51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外事保障用车、离退休干部用车；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不含车辆）103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

以上的专用设备 13 台（套）。

2020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1辆，为其他用车；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1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8台

（套）。

（五）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19 年外交部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949,077.68万元；纳入以部门为主体的重点绩效评价试点的项目3个，

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63,575.23 万元。2020 年外交部项目绩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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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全覆盖，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073,670.94 万元；纳入以部门

为主体的重点绩效评价试点的项目 3 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366,803.83 万元。



35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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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

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

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事业收入”、“事业

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

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

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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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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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科目

（一）一般公共服务（类级，科目代码 201），反映政府提供一

般公共服务的支出。包括纪检监察事务（款级，科目代码 20111）一

个款级科目支出，反映纪检、监察方面的支出。

（二）外交（类级，科目代码 202），反映政府外交事务支出，

包括以下款级科目支出。

1.外交管理事务（款级，科目代码 20201），反映政府外交管理

事务支出。

2.国际组织（款级，科目代码 20204），反映向国际组织交纳的

会费、捐款、联合国维和摊款以及股金、基金等支出。

3.对外合作与交流（款级，科目代码 20205），反映出国出访、

出席国际会议支出，招待来访、参观及来华参加国际活动的外国代表

团支出，在我国召开国际会议及其他对外合作交流支出等。

（三）教育（类级，科目代码 205），反映政府教育事务支出。

包括普通教育（款级，科目代码 20502）、留学教育（款级，科目代

码 20506）、进修及培训（款级，科目代码 20508）三个款级科目支出，

其中普通教育为部属高校外交学院支出，留学教育为我出国留学生经

费支出，进修及培训培训支出。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级，科目代码 208），反映政府在社

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级，科目代码

20805）款级科目支出，为外交部离退休人员、离退休管理机构的支出，

以及已参加医保在职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支出、职业年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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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房保障支出（类级，科目代码 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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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住房公积金是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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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实施近 20 年

时间。行政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公务员职务工资、级别

工资、机关工人岗位工资和技术等级（职务）工资、年终一次性奖金、

特殊岗位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规范后发放的工作性津贴、生活

性补贴等；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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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租补贴是经

国务院批准，于 2000 年开始针对在京中央单位公有住房租金标准提高

发放的补贴，中央在京单位按照在职在编职工人数和离退休人数以及

相应职级的补贴标准确定，人均月补贴 90 元。购房补贴是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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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中央单位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建设部等单位<关于完善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制度的若干意见>

的通知》（厅字[2005]8 号）规定的标准执行，京外中央单位按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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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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公”经费

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中央部门用财政

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

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旅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

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

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

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

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

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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