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２０２２年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文件(１９)

省本级第三次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的报告

山西省人民政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实行,国家

陆续印发了调剂金调拨、支出责任分担等配套政策,同时国内

经济下行和就业压力加大,为保市场主体保就业民生,国家密

集出台了社会保险费阶段性缓缴以及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

能、防失业等政策.我省严格落实国家各项社会保险政策,由

此造成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出现

较大幅度的增减变动.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减少

１３６７３亿元、总支出减少１４７７１亿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有关规定,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调整事项需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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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调整方案,报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现在我向本次会

议就此次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调整方案(草案)做出说明.

一、调整事项

国家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涉及四类七种,包括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和失业保险.本次预算调整仅涉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和失业保险两个险种.下面详细说明汇报:

(一)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减少１３６７３亿元.

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减少１３９５５亿元;失业保

险收入增加２８２亿元.

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增减变化原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项目有七项:包括基本

养老保险费收入、财政补贴收入、利息收入、委托投资收益、转

移收入、其他收入和中央调剂金收入.本次涉及预算调整的

项目主要为以下四项:

(１)中央调剂金收入减少１９４５９亿元,减少原因是全国

统筹后中央调剂金调拨核定办法修订.原调剂金调拨办法要

求全国各省先将当年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按一定数额上解中

央,再按照人均定额和退休人数下拨各省.上解资金大于下

拨资金的,属于净贡献省份,上解资金小于下拨资金的,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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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受益省份,但无论贡献还是受益,全国各省均需先上解资金

再下拨资金.２０２１年编制２０２２年预算时,财政部要求各省

按照２０２２年的实际下拨额度编制预算(我省为１９４５９亿

元).２０２２年国家修订调剂金调拨办法,通过核定各省当年

收支预算结余确定调剂金上解或下拨额度.即核定有结余的

省份按一定额度上解资金,核定有缺口的省份中央按一定额

度下拨调剂资金.２０２２年国家核定我省为净上解省份,不再

下拨我省中央调剂金.

(２)委托投资收益减少１１亿元,２０２１年编制基金预算

时,我省结合过去年度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委托投资收益情

况预计收入２７５３亿元,但２０２２年投资市场波动较大,结合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前三季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和基金投资报

告以及我省投资收益２０２２年的实际结算情况考虑,调减委托

投资收益收入１１亿元,预计委托投资收益预算收入１６５３

亿元.

(３)财政补贴收入减少８４６亿元,减少原因是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后,国家建立了地方财政补贴投入长

效机制,对财政补贴下达核定额度,２０２２年下达我省的财政

补贴额度较预算减少８４６亿元.

(４)当期保险费收入增加７４５亿元,增加原因一是社保

费缓缴政策预计减收３０亿元,二是２０２２年受煤炭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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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响,我省经济稳中向好,截至１０月已实现社会保险费

收入５３０亿元,较去年同期上涨７３％,且考虑到年末将出现

集中缴费高峰,预计全年增加保险费收入１０４５亿元(不考虑

缓缴因素).

２失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增减变化原因: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项目有六项:包括失业保险费收入、财

政补贴收入、利息收入、其他收入、转移收入和省级调剂金收

入.本次涉及预算调整的项目主要为失业保险费收入,调增

２８２亿元,增加原因一是失业保险缓缴政策预计减收１５亿

元,二是国家出台的失业保险扩围、提标、稳就业政策导致企

事业单位为享受优惠政策而积极参保缴费,社会保险费收入

增加４３２亿元.

(二)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减少１４７７１亿元,其

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减少１７１１亿元;失业保险基

金支出增加２３３９亿元.

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增减变化原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项目有六项:包括基本

养老金支出、医疗补助金支出、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支出、转

移支出、其他支出和中央调剂金支出.本次涉及预算调整的

项目主要为以下两项:

(１)上解中央调剂金支出减少１３０４３亿元,减少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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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筹后中央调剂金调拨核定办法修订.中央核定我省当

期收支有结余,需上解中央调剂金支出２７７亿元,将年初预

算的１３３２亿元调减１３０４３亿元.

(２)社会保险待遇支出减少４０６７亿元,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支出２０２２年预计减少４０６７亿元,主要是政策因

素导致,一是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之后退休人员,取暖费不得由

基金列支;二是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退休人员调待,国家批复标

准所需金额低于我省年初调待预算;三是国家出台规范待遇

项目清单,对清单外支出项目清理导致基金减支.

２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增减变化原因: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项目有十项:包括失业保险金支出、基

本医疗保险费支出、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支出、职业培训和职

业介绍补贴支出、其他费用支出、稳定岗位补贴支出、技能提

升补贴支出、转移支出、其他支出和上解省级调剂金支出.本

次预算调整主要涉及稳定岗位补贴支出、技能提升补贴支出、

和其他支出三项.为应对国内经济下行和就业压力,保市场

主体保就业民生,国家出台“失业保险保障扩围”、“稳岗返

还”、“提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助资金”、“一次性留工培训补

助”等政策,导致基金支出增加２３３９亿元.

二、预算调整方案

(一)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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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１３６７３亿元.其中: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减少１３９５５亿元;失业保险收入

增加２８２亿元.

减少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１３８５亿元.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减少１３９５５亿元;失业保险收入增加

１０５亿元.

经上述调整后,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由年初的

２３０４４７亿元调整为２１６７７４亿元.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总收入由年初的１２６１１６亿元调整为１１２２６６亿元.

(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调整方案

减少全省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１４７７１亿元.

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减少１７１１亿元;失业保险

基金支出增加２３３９亿元.

减少省本级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１６９３２亿元,

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减少１７１１亿元;失业保险

基金支出增加１７８亿元.

经上述调整后,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由年初的

２３１３０２亿元调整为２１６５３１亿元.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总支出由年初的１３５４２４亿元调整为１１８４９２亿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结余调整方案

全省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支由年初的缺口８５５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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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调整为结余２４３亿元,调增１０９８亿元;２０２２年我省各项

社保基金历年滚存结余预算由年初的２７４１７２亿元增加到

２７５２７０亿元.

省本级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支缺口由年初的９３０９

亿元减少到缺口６２２７亿元,调增３０８２亿元;２０２２年省本

级各项社保基金历年滚存结余预算由年初的１５２６３８亿元增

加到１５５７２０亿元.

三、加强基金预算收支管理的举措

一是稳步推进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的提高.２０２２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实行,国家从中央调

剂金调拨、待遇项目核定、支出责任分担以及绩效考核等多方

面着手,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革.为积极落实国家改革政策,

我厅牵头联合省人社厅、省税务局对２０２２年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收支预算进行了大幅调整,并且深入研究了我省

企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后的责任分担办法,计划通过省级下

达预算分解额度的办法压实市县征收管理责任.同时积极推

进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工作,从统一征收、统一

待遇支付标准以及加强预算管理等方面下大力气,确保２０２３

年起各险种省级统筹后,基金运行稳定安全.

二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预算编制方法.压实经办机构预

算编制的主体责任,对保险费收入、基本养老金支出等项目,

—７—



制定明确的测算方法,充分考虑参保缴费人数、人均缴费基

数、费率、征缴率等因素,对每项因素分别测算短期增长率和

三年平均增长率,提高保险费收入预算的准确性.对转移收

支、利息收入、其他收支等项目,综合考虑各项影响因素,制定

严谨完善的测算方法,准确测算转移收支和利息收入.

三是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加快建设全

省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系统,加强对各市社会保险信息

管理的规范和指导,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信息化管理水平.

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关部门间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提

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为基金日常管理、监督、决策分析提供

全方位的数据和技术支撑.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１２０２２年山西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２２０２２年山西省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方

案(草案)

３相关政策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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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相关政策介绍

一、２０２２年山西省社保基金预算调整后收支结余情况

国家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涉及四类七项: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和失业保险.本次预算调整仅涉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和失业保险.

本次预算调整后,山西省２０２２年社保基金预算总收入

２１６７７４亿元,总支出２１６５３１亿元,当期结余２１３亿元,年

末滚存结余２７５２７亿元.

涉及本次预算调整的险种:２０２２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预算收入９９６６３亿元,支出１０７２１２亿元,当期赤字

７５４９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３７８０３亿元;２０２２年失业保险基

金预算收入２８９５亿元,支出４５２３亿元,当期赤字１６２８亿

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４６０８亿元.

二、基金主要收支项目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项目有七项:基本养老

保险费收入、财政补贴收入、利息收入、委托投资收益、转移收

—６３—



入、其他收入和中央调剂金收入;基金支出项目有六项:基本

养老金支出、医疗补助金支出、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支出、转

移支出、其他支出和中央调剂金支出.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项目有六项:失业保险费收入、财政补

贴收入、利息收入、其他收入、转移收入和省级调剂金收入;基

金支出项目有十项:失业保险金支出、基本医疗保险费支出、

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支出、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支出、其

他费用支出、稳定岗位补贴支出、技能提升补贴支出、转移支

出、其他支出和上解省级调剂金支出.

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调剂金政策

２０１８年,为解决局部省份养老金穿底的问题,国务院印

发«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

知»(国办〔２０１８〕１８号),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

全国统筹调剂,由人社部、财政部核定地方每年上解资金和中

央下拨资金.

(一)调剂金２０２２年之前上解、下拨办法

１上解金额确定(即调剂金支出数)

各省份上解额＝该省份上解工资基数∗该省份在职应参

保人数∗上解比例.

上解工资基数为各省份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加权平均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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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在职应参保人数由人社部、财政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和各省报表系统数据为参考核定.上解比例２０１８年

为３％,以后逐年提高,２０２１年为４５％.照此办法编制预

算,２０２２年我省预计上解中央调剂金１３３２亿元.

２下拨金额确定(即调剂金收入数)

拨付某省份中央调剂金＝核定的该省份企业离退休人数

∗全国人均拨付额.其中,全国人均拨付额＝中央调剂基金

总额/核定的全国企业离退休人数.照此办法编制预算,２０２２

年中央调剂金预计下拨我省１９４５９亿元.

(二)调剂金２０２２年新调拨核定办法.

２０２２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实施,为压

实地方征收管理责任,在全国范围内更好的调剂余缺,国家调

整了中央调剂金的调拨核定办法.

新办法以统一核定的各省份基金当期收入和支出为基

础,适当考虑收支管理工作的努力程度,对地区间基金当期余

缺进行统筹调剂.即对国家核定当期基金有结余的省份,按

结余的一定额度上解中央,对核定当期基金收支有缺口的省

份,中央给予调剂(核定收支的具体情况不与地方见面).新

调剂办法下,２０２２年中央核定我省为有结余省份,需上解调

剂金２７７亿元,即２０２２年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预算中央调剂金收入由１９４５９亿元调整为０,调剂金支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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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２亿元调整为２７７亿元.

四、委托投资情况

截至２０２１年末,我省共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运营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本金３７４６３亿元.按照以往年度

平均收益率水平测算,２０２２年投资收益按２７５３亿元编制预

算,但２０２２年投资市场波动较大,结合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前三季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和基金投资报告以及我省投资收益

２０２２年的实际结算情况考虑,调减委托投资收益收入１１亿

元,预计委托投资收益预算收入１６５３亿元.

五、财政补贴收入变动政策背景

２０２２年我省企业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总额调减

８４６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贴调增４３亿元,地方财政补贴

调减１２７６亿元.主要变动因素为国家支出责任分担政机制

的建立.

我省于２０２０年起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制度,出台了基金缺口分担办法.按照我省原缺口分担办法

测算,２０２２年地方财政预计需补助基金２７６６亿元.２０２２年

全国统筹制度实施,国家建立了地方财政补贴养老保险基金

投入长效机制,每年核定并下达地方支出责任分担的具体资

金额度,２０２２年,下达我省的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分担补助额

度为１４９亿元,较我省缺口分担办法减少１２７６亿元.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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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编制２０２２年预算时,财政部编报口径要求各省按照上年中

央财政补贴地方资金额度编制下年预算,２０２２年实际执行

时,财政部下达我省补贴资金较预算增加４３亿,主要是退休

人员养老金调标中央财政补贴增加.

六、基本养老金支出变动政策背景

企业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支 出 ２０２２ 年 预 计 减 少

４０６７亿元,主要是政策因素导致,一是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之后

退休人员,取暖费不得由基金列支;二是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退

休人员调待,国家批复标准所需金额低于我省年初调待预算;

三是国家出台规范待遇项目清单,对清单外支出项目清理导

致基金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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