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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基金执行《社会保险基金

会计制度》的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职业年金

基金）会计核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机关事

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国办发〔2015〕18 号）和《社会保

险基金会计制度》（财会〔2017〕28 号）,结合《职业年金基

金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16〕92 号）等，制定本规

定。

一、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

本规定适用于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经办机

构）负责经办的职业年金基金。各级经办机构应当按照《社

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对职业年金基金进行会计核算、编制

财务报表。

本规定所称职业年金基金，是指依法建立的职业年金计

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机关事业单位补充

养老保险基金。各级经办机构包括作为代理人的中央国家机

关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和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中

央和省级经办机构），以及地市级和县区级社会保险经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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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下简称市县级经办机构）。

二、会计科目设置及其使用说明

各级经办机构在执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的基础

上，应当对会计科目作如下调整：

（一）关于新增一级会计科目及其使用说明。

经办机构应当增设“1006 归集户存款”、“5106 管理费

支出”一级会计科目。具体使用说明如下：

1006 归集户存款

1.本科目核算各级经办机构按规定存入归集账户的款

项。

2.经办机构应当严格按照职业年金基金相关管理和财

务制度规定设置基金归集账户并办理相关业务。

3.本科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开户银行等进行明细

核算。

4.归集户存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1）按规定接收经办机构征收的职业年金基金缴费收

入、接收税务机关征缴的职业年金基金缴费收入、接收下级

经办机构上解的基金收入、接收职业年金基金转移收入以及

其他收入等时，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社

会保险费收入”、“下级上解收入”、“转移收入”、“其他收入”

等相关科目。

（2）按规定从归集账户向受托人划转资金、向上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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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缴拨资金等时，按照实际划转或缴拨金额，借记“委托投

资——本金”、“上解上级支出”等相关科目，贷记本科目；

原渠道退回职业年金基金缴费收入、转移收入时，按照实际

退回金额，借记“社会保险费收入”、“转移收入”等相关科

目，贷记本科目。

5.本科目应当按照开户银行设置“归集户存款日记

账”，由出纳人员根据收付款凭证，逐笔顺序登记。每日终

了，应当结出余额。

“归集户存款日记账”应当定期与“银行对账单”核

对，至少每月核对一次。月度终了，归集账户存款账面余额

与银行对账单余额之间如有差额，应当逐笔查明原因进行处

理，并按月编制“银行归集户存款余额调节表”，调节相符。

6.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职业年金基金尚未向上级

基金归集或尚未投入到委托投资阶段的资金余额。

5106 管理费支出

1.本科目核算职业年金基金向受托机构、托管机构和投

资管理机构等市场化运营机构支付的管理费支出。

2.本科目应当按照支付对象设置明细科目。

3.管理费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1）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在收到受托机构提供的管理

费付款通知时，按照通知所列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委

托投资——投资收益”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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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一般基金结余”

科目，借记“一般基金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4.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二）关于在《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相关一级会计

科目下增设明细科目及其使用说明。

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应当在“5001 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1.“500101 按月支付待遇”科目，本科目核算经办机构

按规定按月支付给受益人的待遇支出。

2.“500102 一次性购买商保”科目，本科目核算经办机

构按规定用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一次性待遇支出。

3.“500103 个人账户一次性领取”科目，本科目核算经

办机构按规定一次性支付给受益人或其继承人的待遇支出。

三、主要业务和事项的会计处理规定

各级经办机构在执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的基础

上，应当对有关业务和事项的会计处理作如下调整：

（一）关于采用记账方式累积单位缴费的会计处理。

对于按照《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国办发〔2015〕

18 号）规定采用记账方式累积单位缴费的，各级经办机构在

职业年金资金拨付记实前不做会计处理，应当设备查簿登记

累积的本金及利息金额。在相关款项记实时，应当按照实际

收到的金额确认社会保险费收入，借记“归集户存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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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记“社会保险费收入”科目。

对于参加地方试点期间以记账方式划入的个人缴费本

息、职业年金启动投资运营前暂未记实的利息、按规定需要

补记职业年金缴费，各级经办机构应当在相关款项记实时，

按照收到的金额确认社会保险费收入，借记“归集户存款”

科目，贷记“社会保险费收入”科目。

（二）关于下级上解收入与上解上级支出的会计处理。

下级经办机构向上级基金归集委托投资资金时，应当按

照实际划出的金额确认上解上级支出，借记“上解上级支出”

科目，贷记“归集户存款”科目；上级经办机构应当按照实

际收到的金额确认下级上解收入，借记“归集户存款”科目，

贷记“下级上解收入”科目。

市县级经办机构在完成资金划拨、确认上解上级支出后，

不再确认已经归集到上级基金的归集户存款利息收入，且无

需对委托投资阶段的投资收益（损失）和待遇支付环节进行

会计处理。

（三）关于接受税务机关征缴的职业年金基金的会计处

理。

1.征缴款项经国库划入经办机构归集账户的会计处理。

各级经办机构应当在税务机关将征收的职业年金基金

缴费款项存入国库时，按照取得的相关凭证所列金额，确认

社会保险费收入，借记“国库存款”科目，贷记“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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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收入”科目。

后续按规定将国库存款转入本级经办机构归集账户时，

本级经办机构应当按照实际转入的金额，借记“归集户存款”

科目，贷记“国库存款”科目。如按规定将国库存款直接转

入上级经办机构归集账户的，本级经办机构应当按照实际转

入的金额确认上解上级支出，借记“上解上级支出”科目，

贷记“国库存款”科目；上级经办机构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

金额确认下级上解收入，借记“归集户存款”科目，贷记“下

级上解收入”科目。

2.征缴款项直接划入经办机构归集账户的会计处理。

税务机关按规定将征收的职业年金基金缴费资金直接

划入本级经办机构归集账户的，本级经办机构应当按照实际

收到的金额确认社会保险费收入，借记“归集户存款”科目，

贷记“社会保险费收入”科目。

税务机关按规定将征收的职业年金基金缴费资金直接

划入上级经办机构归集账户的，本级经办机构应当按照取得

的相关凭证所列金额，同时确认上解上级支出和社会保险费

收入，借记“上解上级支出”科目，贷记“社会保险费收入”

科目；上级经办机构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确认下级上解

收入，借记“归集户存款”科目，贷记“下级上解收入”科

目。

（四）关于归集账户存款利息收入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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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经办机构在取得归集账户的存款利息时，应当按照

实际收到的利息金额确认利息收入，借记“归集户存款”科

目，贷记“利息收入”科目。

（五）关于委托投资和待遇支付的会计处理。

按照《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16〕

92 号）规定，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负责委托投资和待遇支付

的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市县级经办机构不做会计处理。

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按规定向受托人划拨委托投资资

金时，应当按照实际划拨的金额，借记“委托投资——本金”

科目，贷记“归集户存款”科目。

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收到受托机构提供的关于委托投

资收益的相关通知时，应当按照通知所列收益（损失）金额

确认委托投资收益，借记（贷记）“委托投资——投资收益”

科目，贷记（借记）“委托投资收益”科目。经办机构收到

受托机构提供的关于投资管理机构使用风险准备金弥补亏

损的相关通知时，应当按照通知所列收到的金额确认其他收

入，借记“委托投资——投资收益”科目，贷记“其他收入”

科目。

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按规定向受托机构下达支付指令

时，应当按照应支付的待遇标准，借记“暂付款”科目，贷

记“委托投资”科目。其中，一次性支付年金待遇的，应当

将个人账户累积的“委托投资”科目下“本金”和“投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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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明细科目的余额全部转出；按月支付待遇的，应当按照

当期应发待遇的金额，先冲减“委托投资”科目下“本金”

明细科目的余额，个人账户余额中本金部分不足冲减的，应

当冲减“委托投资”科目下“投资收益”明细科目的余额。

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在收到受托机构提供的待遇支付

资金拨付相关通知时，应当按照通知所列金额确认社会保险

待遇支出，借记“社会保险待遇支出”相关明细科目，贷记

“暂付款”科目。

（六）关于账户转移的会计处理。

因参保对象跨统筹地区或跨制度流动而划入基金的，各

级经办机构应当按照实际转入的金额确认转移收入，借记

“归集户存款”科目，贷记“转移收入”科目。

因参保对象跨统筹地区或跨制度流动而划出基金的，中

央和省级经办机构在收到受托机构提供的账户转移付款通

知时，应当按照通知所列金额确认转移支出，借记“转移支

出”科目，贷记“委托投资”各明细科目。市县级经办机构

不做会计处理。

四、财务报表及编制说明

各级经办机构在执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的基础

上，按规定编制职业年金基金财务报表。职业年金基金财务

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收支表及附注。

（一）关于职业年金基金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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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整项目及填列说明。

职业年金基金资产负债表应当在《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

度》资产负债表基础上作如下调整：

（1）在“国库存款”项目前增加“归集户存款”项目。

本项目反映尚未向上级基金归集或尚未投入到委托投资阶

段的金额。本项目应当按照“归集户存款”科目的期末余额

填列。

（2）“库存现金”、“收入户存款”、“财政专户存款”、“支

出户存款”、“债券投资”、“借入款项”、“风险基金结余”、“储

备金结余”等项目，“暂付款”、“暂收款”、“一般基金结余”

下各明细项目，不适用于职业年金基金，不予列示。

2.资产负债表格式。

职业年金基金资产负债表格式参见本规定附录一。

（二）关于职业年金基金收支表。

1.调整项目及填列说明。

职业年金基金收支表应当在《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表的基础上作如下调

整：

（1）在“社会保险待遇支出”项目下增加“其中：按

月支付待遇”、“一次性购买商保”、“个人账户一次性领取”

明细项目。

“其中：按月支付待遇”、“一次性购买商保”、“个人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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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一次性领取”项目应当分别根据“社会保险待遇支出”科

目下对应明细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2）在收支表的“上解上级支出”和“其他支出”项

目之间增加“管理费支出”项目。

“管理费支出”项目应当按照“管理费支出”科目的本

期发生额填列。

（3）“财政补贴收入”、“补助下级支出”项目，“社会

保险待遇支出”下各明细项目，不适用于职业年金基金，不

予列示。

2.收支表的格式。

职业年金基金收支表格式参见本规定附录一。

（三）关于报表附注。

各级经办机构应当在执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所

规定的附注披露要求外，还应在附注中披露采用记账方式管

理的职业年金单位缴费部分本金及利息累计记账余额。

五、附则

（一）新旧衔接规定。

各级经办机构应当在首次执行本规定时，对相关会计科

目和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并按规定确定资产、负债、

净资产科目及其明细科目的期初余额，填列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初金额。

1.关于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委托投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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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规定执行之前，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按照职业年金

受托管理合同约定进行委托投资时，将划拨资金确认为支出

的，应当在首次执行本规定时，按照受托机构提供的基金净

值，调增“委托投资”各明细科目余额，同时调增“一般基

金结余”科目余额。

2.关于经办机构向上级基金归集资金业务。

在本规定执行之前，各级经办机构在职业年金基金向上

级基金归集时按照往来款项（即下级经办机构计入“暂付款”

科目，上级经办机构计入“暂收款”科目）进行会计处理的，

应当在首次执行本规定时，冲减“暂收款”、“暂付款”科目

相关金额，同时调整“一般基金结余”科目余额。

（二）生效日期。

本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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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财务报表格式

资产负债表

险种和制度：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基金 会职金 01 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元

资产
年初

余额

期末

余额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

余额

期末

余额

一、资产： 二、负债：

归集户存款 暂收款

国库存款 负债合计

暂付款 三、净资产：

委托投资* 一般基金结余

其中：本金* 净资产合计

投资收益*

资产总计 负债与净资产总计

注：*标注项目为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资产负债表专用项目，市县级经办机构

资产负债表不予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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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表

险种和制度：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基金 会职金 02 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单位：元

注：*标注项目为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收支表专用项目，市县级经办机构收

支表不予列示。

项 目 本月数 本年累计数

一、基金收入

社会保险费收入

利息收入

委托投资收益*

转移收入

下级上解收入

其他收入

二、基金支出

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其中：按月支付待遇*

一次性购买商保*

个人账户一次性领取*

转移支出*

上解上级支出

管理费支出*

其他支出

三、本期基金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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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主要业务和事项账务处理示例

一、职业年金基金收缴环节

（一）经办机构收到用人单位和个人缴纳的职业年金基

金缴费。

1.经办机构收到职业年金基金缴费并存入归集账户。

借：归集户存款（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贷：社会保险费收入

2.接受税务机关征缴且款项经国库划入归集账户的情

形。

（1）资金存入国库时本级经办机构账务处理如下：

借：国库存款（按照取得的相关凭证所列金额）

贷：社会保险费收入

（2）按规定将国库存款转入本级经办机构归集账户的，

本级经办机构账务处理如下：

借：归集户存款（按照实际转入的金额）

贷：国库存款

（3）按规定国库存款直接转入上级经办机构归集账户

的，本级经办机构账务处理如下：

借：上解上级支出（按照实际转入的金额）

贷：国库存款

上级经办机构账务处理如下：

借：归集户存款（按照实际转入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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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下级上解收入

3.接受税务机关征缴且款项直接划入归集账户的情形。

（1）税务机关按规定将收缴资金直接转入本级经办机

构归集账户的，本级经办机构账务处理如下：

借：归集户存款（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贷：社会保险费收入

（2）税务机关将征收的职业年金基金缴费资金直接划

入上级经办机构归集账户的，本级经办机构账务处理如下：

借：上解上级支出（按照取得的凭证所列金额）

贷：社会保险费收入

上级经办机构账务处理如下：

借：归集户存款（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贷：下级上解收入

（二）经办机构实际收到记账方式下拨付资金记实的缴

费本金及利息。

采用记账方式缴纳单位缴费的，经办机构在收到记实资

金时，账务处理如下：

借：归集户存款

贷：社会保险费收入（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二、经办机构取得归集账户资金利息

经办机构取得职业年金基金归集账户存款利息时，账务

处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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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归集户存款（按照实际收到的利息金额）

贷：利息收入

三、经办机构按规定向上级基金归集资金

（一）上级经办机构收到下级基金归集的资金。

借：归集户存款（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贷：下级上解收入

（二）下级经办机构向上级基金归集资金。

借：上解上级支出

贷：归集户存款（按照实际划出的金额）

四、委托投资（仅适用于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

（一）经办机构向受托机构划拨委托投资资金时。

借：委托投资——本金（按照实际划出的金额）

贷：归集户存款

（二）经办机构收到受托机构提供的关于委托投资收益

的相关通知时。

借：委托投资——投资收益（按照通知所列的收益金额）

贷：委托投资收益

（投资损失做相反分录）

五、待遇发放（仅适用于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

（一）经办机构按规定向受托机构下达待遇发放指令时。

借：暂付款（按照应支付的待遇标准）

贷：委托投资——本金/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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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办机构收到受托机构提供的待遇支付资金拨付

相关通知时。

借：社会保险待遇支出——按月支付待遇

——一次性购买商保

——个人账户一次性领取

贷：暂付款（按照通知所列的支付金额）

六、跨地区、跨系统账户转移

（一）各级经办机构收到参保对象跨地区或跨制度流动

而划入的基金时。

借：归集户存款（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贷：转移收入

（二）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因参保对象跨地区或跨制度

流动而向受托机构下达基金转出指令并支付款项。

借：转移支出

贷：委托投资——本金

（按照参保对象个人账户本金全部余额）

——投资收益

（按照参保对象个人账户投资收益全部余额）

七、其他业务事项

（一）管理费支出。

中央和省级职业年金基金向受托机构、托管机构和投资

管理机构等市场化运营机构支付管理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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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管理费支出（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

贷：委托投资——投资收益

（二）收到风险准备金补亏时。

中央和省级职业年金基金收到风险准备金补亏。

借：委托投资——投资收益

贷：其他收入（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八、期末结账

期末，将各收入类、支出类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结余类

科目。

借：社会保险费收入

利息收入

委托投资收益（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专用科目）

转移收入

下级上解收入

其他收入

贷：社会保险待遇支出（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专用

科目）

转移支出（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专用科目）

上解上级支出（市县级经办机构专用科目）

管理费支出（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专用科目）

其他支出

一般基金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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