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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青铜峡市失业保险基金

预算情况说明

一、失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情况说明

失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2746万元，比2021年执行数减少

869万元，下降24%。其中：失业保险费收入1740万元，比

2021年执行数增加30万元，增加1.8%；利息收入6万元，

比2021年执行数增加1万元，增加20%；上级补助收入

1000万元，比2021年执行数减少900万元，下降47%。

二、失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2年失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2698万元，比2021年执行

数减少717万元，下降21%。主要用于发放失业保险金，缴纳

医疗保险费、稳岗补贴、技能补贴、失业补助金。

失业保险金预算支出932.5万元,比2021年执行数增加

17.5万元，增加1.9%，主要用于支付实业人员实业金；基本

医疗保险费预算支出213.5万元，比2021年执行数增加3.5万

元，增加1.7%，主要用于缴纳失业人员医疗保险费；其他费

用预算支出24万元，比2021年预算支出增加11万元，增加85%，

主要用于农民工一次性生活补贴；稳定岗位补贴预算支出

300万元，比2021年预算支出减少100万元，下降24%，主要

用于企业稳定岗位补贴；技能提升补贴预算支出15万元，主

要用于个人技能提升补贴；失业补助金预算支出700万元，

比2021年预算支出减少700万元，下降50%，主要用于失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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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发放失业补助金；上解上级预算支出513万元，比2021年

执行数增加51万元，增加11%。

三、失业保险基金结存情况说明

截止 2022 年底，失业保险基金预计累计结余 418 万元，

比 2021 年增加 39 万元，下降增加 10.3%。

四、失业保险参保情况说明

2022 年度预计参保人数 42020 人，比 2021 年预计参保

人数增加 547 人，增长 0.1%；全年领取失业保险金预计 1070

人，比 2021 年领取人数增加 6 人，增加 0.1%；代缴医

疗保险人月数 6210 人，比 2021 年代缴医疗保险人月

数增加 6 人，增加 0.1%；享受稳定岗位补贴企业预计参

加失业保险人数 6000 人，比 2021 年减少 2178 人，下降 27%。

五、存在的问题及工作思路

青铜峡市积极落实企业稳岗返还、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费率、失业补助等“六稳”“六保”政策，失业保险基金支

出渠道显著增多，基金滚存结余出现较大缺口，备付能力已

严重不足。今后的重点工作应以加大征缴力度、确保应收尽

收，建立失业保险预警机制，积极开展失业保险宣传工作，

有效的保障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严格执行内控制度，减少失

业保险基金管理风险，实现失业保险基金管理工作的规范化、

标准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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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基金 2022 年收支预算表

编制单位: 2022 年 单位：元

项 目 2022 年收入预算数 项 目 2022 年支出预算数

一、失业保险费收入 17,400,000.00一、失业保险金支出 9,325,000.00

二、财政补贴收入 二、基本医疗保险费支出 2,135,000.00

三、利息收入 60,000.00三、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四、转移收入 四、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支出

五、其他收入 五、其他费用支出

其中：滞纳金 六、稳定岗位支出 3,000,000.00

七、技能提升补贴支出 390,000.00

八、转移支出

九、其他支出 7,000,000.00

其中：失业补助金支出 7,000,000.00

临时生活补助支出

六、本年收入小计 17,460,000.00十、本年支出小计 21,850,000.00

七、上级补助收入 10,000,000.00十一、补助下级支出

八、下级上解收入 十二、上解上级支出 5,130,000.00

九、本年收入合计 27,460,000.00十三、本年支出合计 26,980,000.00

十四、本年收支结余 480,000.00

十、上年结余 3,790,000.00十五、年末滚存结余 4,2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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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失业保险补充资料表

青铜峡市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单位：元

项 目 单位 数 量 项 目 单位 数 量

一、参保人员年末数 人 42020 (三)全年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月数 人月 6409

其中：实际缴费人员年末数 人 41500 (四)月人均领取失业保险金 元/人月 1488

农民合同制工人参保人数 人 60五、享受其他待遇情况

二、缴费基数总额 (一)代缴医疗保险费人月数 人月 6210

(一)单位 元 1,581,350,343.00 (二)享受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人数 人 0.00

(二)个人 元 1,581,350,343.00 (三)享受稳定岗位补贴企业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人 6000

三、保险费缴纳情况 (四)享受技能提升补贴人数 人 216

(一)上年末累计欠费 元 19,610,000.00 (五)享受农民合同制工人一次性生活补助人数 人 46

(二)本年补缴以前年度欠费 元 3,634,000.00 (六)全年享受失业补助金人数 人 83

(三)本年新增欠费 元 (七)全年享受临时生活补助人数 人 0

(四)年末累计欠费 元 (八)享受其他促进就业支出人数 人 0

四、领取失业保险金情况 六、基金暂存其他账户款年末数 元 0.00

(一)领取失业保险金年末人数 人 650 (一)经办机构收入户 元 0.00

(二)全年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人 1070 (二)国库户 元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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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峡市 2022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总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社保基金收入项目
2021 年

预计执行数

2022 年

预算数

增长比例

（%）
社保基金支出项目

2021 年

预计执行数

2022 年

预算数

增长比

例（%）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80110000.00 312460000.00 11.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81500000.00 312460000.00 11.0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02198957.00 104532600.00 2.3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76310000.00 81270000.00 6.5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36150000.00 27460000.00 -24.0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34150000.00 26980000.00 -21.0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23430000.00 27360000.00 16.8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23380000.00 27360000.00 17.0

合 计 441888957.00 481812600.00 6.8 合 计 415340000.00 448070000.00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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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名词解释

1、失业：是指劳动者在有劳动能力并确实在寻找工作

的情况下不能得到适当职业而失去收入的状态。

2、失业保险：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建立失业保险基金，

对非因本人原因失去工作、中断收入的劳动者，提供限定时

期的物资帮助以及再就业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失业保

险具有保障基本生活的促进再就业的双重职能。

3、就业帮扶:指通过政府对就业市场的指导和干预，以

优惠政策鼓舞积极就业，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等，来推动失

业者再就业。

4、失业预警机制：指检测失业并实施采取对策，将失

业率控制在安全水平之下，即建立失业预警机制。


	青铜峡市失业保险基金                      2022年度预算
	    九、名词解释...................................6
	2022年青铜峡市失业保险基金
	预算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