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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一)学校基本情况

合肥工业大学是一所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国家

“211工程
”

重点建设高校和
“985工程

”
优势学科创新平

台建设高校,是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安徽省共建高校。

学校创建于 1945年 ,19ω 年被中共中央批准为全国重

点大学。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

后来校视察指导工作。1979年 ,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了
“
合

肥工业大学
”
校名;1997年 ,原 合肥工业大学与安徽工学院

合并组成新的合肥工业大学;1998年 ,重新划转教育部管理。

建校以来,学校以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为己任,深怀
“工业

报国
”
之志,秉承

“
厚德、笃学、崇实、尚新

”
的校训,恪

守
“
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
的校风,发扬

“
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追求卓越、勇攀高峰
”

的光荣传统,形成了鲜明

的办学特色,成为国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

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

学校坐落于
“
大湖名城、创新高地

”
的安徽省省会合肥

市,在合肥市设有电溪路校区、六安路校区、翡翠湖校区 (以

上合称为合肥校区),同 时在安徽省宣城市设有合肥工业大

学宣城校区,与 合肥市共建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



院,形成了
“一校五区

”
的办学格局。

学校现有 3个 国家重点学科、1个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28个省级重点学科;有 1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2个博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有 11种

专业学位授予权;设有 89个本科专业。形成了
“
以工为主、

理工结合、文理渗透
”

的多学科发展的学科专业结构。

学校现有馆藏图书 2γ。“2万册,电子图书 88.1万种、

148.1万册,中 外文现刊 γ46种 ,中 外文电子期刊约 2.6万

种。编辑出版学术刊物 5种 ,分别是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自 然科学版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 大学

数学》《预测》《∶运筹与管理》。

学校现有在职教职工 3712人 ,其 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

师比例为 m。5%,正高级教师 424人、副高级教师 838人 ;

中国工程院院士 l人、千人计划入选者 8人、长江学者奖励

计划讲座教授 8人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6人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带头人 1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 6人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4人 ,国家级教学名

师 2人 ,“ 万人计划
”
教学名师 1人 ,“ 万人计划

”
青年拔尖

人才项目入选者 l人 ,国 家
“
百千万人才工程

” 选者 7人 ,

安徽省
“
百人计划

”
入选者 11人 ,教育部

“
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
”
入选者 26人 ,全 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 2

人,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1人 ,国家基础课



程和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1人 ,全国模范教师 3人、

优秀教师 4人 、高等学校优秀骨干教师 3人 ,霍英东教育基

金会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奖 5人、青年教师基金 4人 ,在职人

员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40人。同时,外聘担任学校

教授的两院院士和知名学者 120佘人。形成了一支专兼职结

合、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学校现有全 日制本科生 32168人 、硕士研究生 78铝 人、

博士研究生 1227人 ,在职人员攻读博士硕士学位 3436人 ,

成人本专科生 11⒛ 1人 ,外国留学生⒛ l人 。

近年来,学校着力构建立德树人、能力导向、创新创业

三位一体的教育J教:学体系,取得显著成绩:4个 中心获批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 中心获批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4个专业通过国家专业教育评估,12个专业通过

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4个专业获批为国家级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19个专业获批为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13个专

业获批为国家级特色专业,11个专业获批为省级特色专业 ;

建成国家级精品课程 15门 ,国 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2门 ,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9门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6门 ;

获国家级精品教材 7部 ,13部 教材入选国家
“
十二五”

规划

教材,51部教材
^~诲

安徽省
“
十二五”

规划教材;获批国家

级教 团队 5个 ,省级教学团队 10个 ;承担国家级教改项

目11项 ,获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0项 ;获批
“
全国高校实践



育丿、创新创业基地
”,入选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学校 ,

获批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359项 ,成 为教育部
“
卓

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61所首批试点高校之一。学校与企业共

建 3个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获批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

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建设单位、

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单位。近年来,学校学生就业率

保持在 96%以 上。建校 70年来,学校共为国家培养各类人

才 28万余人,逐步形成了
“工程基础厚、工作作风实、创

业能力强
”

的人才培养特色。

学校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始终坚持科学研究面向国家战

略目标和区域、行业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面 向国

内外学术前沿,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深化政产学

研用合作,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升服务国家和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能力,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坚持

协同创新,推动了科研特色的形成。
“
十二五”

期间,学校

不断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共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86项 ,其 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l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

金项目4项 ,国 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1项 。2012年 以来 ,

学校年申请和获批授权专利数量稳居安徽省高等院校首位。

2015年 ,学校共申报专利 m3项 (含 国际专利 1项 ),其 中

发明专利 530项 ;获批授权专利 404项 ,其 中发明专利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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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等学校收支决算总表

顷目

拦次

款收入
其中:碱府性蔓金预箕财焱:凌款

二、上圾朴助

刂义入

四、羟营刂k人

六、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含计

用事业基金弥补啾k

其中:项囝支出结转相结余

衍次

J18.798.53 一、艹般公共服务支出

四、公拱安全支出

134、 833.13

六、科学苌术茭出
19J878.14 七、文倪慷育

十-、 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秫水茭出

十三、交通

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七、菝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粮油l//n资 储惫支出
三十一、其他支出

?43.65 192,往 11.日 ρ

62‘ 915.07 其中:提取职工福

62.θ 15.Q7 韩入事业墨金

年束皓转和结佘

其中:项目茭出结转和结余

2s⊥ .25B.72 2已 ⊥、258.72



表 2∶ 高等学校收入决算表

名弥 :合
里 忭 :石谓

科目编码 科目名祢 9卜年收八含计 财政核款收入
上级补
助收入

事业收人
经营
收入

跗属
单位
上缴
收入

其他收人

类 款 顶
栏献 2 ’

0 哇 5 6 T
台计 198,343~65 118,798.53 o~00 59,s66~98 o~00 o~00 19J878^14

201 一般公冉服务攴出 5哇 .9恩 0.lDo Q.0Q O.○ o 0.00 o.00 】:;吐 .9(:)

2D11rD 八力狭源事务 6哇 . 98 0.00 o~00 o‘ 00 0.Do o.00 6攻‘g8
201100吐 敢府特殊津贴 6哇  9g ¤.00 0~OCl o.00 0.0Q Q~ClQ 6哇 。90
205 教育支出 1。J1,338.娃 0 113,g哇 7‘ 73 0” ￡)tD 59,56FJ.g8 0.00 o.Qo 17,72S.6￡
20502 昔通毅肓 19r,r515~81 113‘ 131.6: o.¤ o 59∫ ε6δ .98 0.0Q o.60 1?,717.2C
20502¤ 5 高等激育 1’JQ、 51s。 81 113,131.63 o~0o 59,66ε

^ 9s 0.00 ¤.0¤ 17j71了 .FC
20s06 留学教肓 72嚣 .00 721.0¤ 0.00 ¤.Q0 o.00 0。 ¤0 ¤.0(∶ 9

2Q50ε¤2 来华留学欷肓 731,OQ 721。 00 0~00 0,¤ 0 C【.00 ¤.06 0.¤ 0
205Cl8 进修及培训 7 0o 7.Q¤ 0、 00 tJ,00 o。 00 o.¤ 0 ¤.0o
2Q5Dec⊥ 揿师进修 7,00 7.¤ 0 o.00 Q.00 o。 Qo o.00 0.00
zD5g9 其他教肓支出 9/± 。59 思8.10 o、 0lD o.00 0,00 0。 D0 t:9。

刂:19
2059999 其他教肓支出 9哇 .59 Be.芏o 0.00 0.00 D.¤o o.OQ 6.49
20δ 科学技球茭出∫ 212.00 212.00 o、 QlD 0。 OQ 0,¤o o‘ 0o o.00
20602 基础研究 尘E.tDo 哇2.Do o.00 0.00 0.OQ 0.00 0.lD0
20δ0201 机构运行 ‘2.OQ 42. o0 o.0o Q.⊙ 0 o.O¤ o。 00 Q.00
20F。Os 应用研宄 L7¤~00 170~00 o~¤ o o。 0o 0.00 0.00 (:∶J.00
:0δ0303 高技本研究 170.00 170.OQ o~Q0 0.00 ¤.00 o。 Q¤ 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δ扌728,z7 哎,ε 3B. 8¤ 0.¤ o ¤.0Cl Q.00 o.¤ 0 2J。8g,47
￡2102 住房改革亥出 sj728.27 畦J63谷 .8o 0。 00 0☆ 00 ¤.0¤ ¤.Q0 2s¤ s9。 辽7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733.哇7 3,F,哇 《。Q¤ o、 ¤o 0,00 Q.00 0.00 2J089。 唾7
2210203 贝勹虍窨衤⒈贝占 D̄9哇 .8O 9`∶)·±.8Q 0.0Q 0.¤ 0 ¤.Q0 0.00 o。 00



表 3∶ 高等学校支出决算表

单位名祢 :含 萆位:万元

料目 科目名称 本年支出合计 墨布亥出 顶目支出
⊥缴上嬷
支出

经莒亥出
对驸属单
位补助茭

出

类 款 顶
拦次 ’

u s 4 5 s

合汁 192Ⅱ ‘t11~82 】唼2,0哇 3.67 50,368灬 15 o.00 o口 00 o。 00
s会1 一胗公兴服斋支出 δ￠.9召 0.QC FJ瑛 .9a 0。 00 0。 QD o.OQ
20110 人力资源摹务 6咕.98 ¤。0C 64.rJ8 o.0θ (∶0.¤ Q ◇。Q9
￡011Cl0钅 苡府特殊渖贴 6电。9a 0.QC 6吐 .Qa o~OQ o.Qo o,θ Q

2◇5 匏肓支出 184.8?3.13 135,?73。 哇( 49i559^73 o.0θ 0“ ◇Q 0.00
峦Q5◇ 2 蔷通教肓 18哇 ,:l了 ,77 105.2B6,91 艹9‘ θ50.g6 o~θ Q o.0◇ ◇.0◇

20503◇吐 高l申 教肓 2◇ .】 l 0‘ 0t 2¤^11 o.00 0.OQ 0.00
￡Os¤205 高等教蕾 ⊥8唣 ,2rJ7,巧 6 1:5.2琶6.91 199039.75 o。 OQ 0~00 0.◇ Q

2050δ 留学教育 438.67 ¤.ClC 4a3^67 o~Qo o。 OQ 0.Qo
恐05θ602 耒华留学敌言 43g.琶7 Q.Ot 咕3a.67 o.00 0~00 o~00
20508 进修及培训 7‘ 53 0‘ 00 7.53 o.00 ¤‘θo o.OCl

1 教师进倏 7‘ sε θ.0￡ 7.5S 0.tlo 0。 Qo 0‘ 00

2059θ 其他救育支出| 69.16 6‘ 哇9 6￡~67 o” (》 o o‘ 00 o.θ◇
g9g 其他教言亥出 6Q~16 s.吐 9 62” 6了 0.00 0.0o 0.00

20琶 科学技术支出丨 峦6】 .72 哇2.CI¤ 219.饣 z o” ¤o ◇。00 o.Q◇

2¤6lD2 基础l滑 究 42.0o 硖2.00 o‘ n◇ 0.00 o.00 o。 0◇

2o已 Qe◇ 1 机构运行 龟2,00 吐z,Clo o.OD 0、 ◇o o.OD 0~Qo
它¤603 应用研究 219.72 佘.¤ CJ 21θ .氵 2 o.θ o o。 00 l,.0o

2060:¤ 3 高扶术研究 219.72 o。 00 219.72 0.00 0。 00 0.Q0

2¤了 文化l/s肓与传媒支出 217.20 0.D0 217.20 o.00 Cl.菇 )o o.OD

2079θ 其他文化体育与侉媒支出 21?,20 o.0氵 217.20 Cl.¤ 0 o.00 0.()0

2tl79903 文化产业发展专顼支出 217,20 ¤,OCl 217.20 o.00 o、 00 o.OD

220 国土海洋气歙等支出 3◇ 6.52 o。 00 3Cl6.52 o.00 0.0◇ Cl.◇ o

220θ 】 国土i夤 源事务 t⒊ 0δ,62 o.刂:)Cl 3θ6.52 o.0θ o.¤ 0 o.00

2200199 其他国土资源事务亥出 3¤ 6~52 0,00 3Cl6.52 ◇.θ o o.0¤ Cl、 ◇o

221 住房憬障支出 6、 728.室 7 6,7z8.27 o。 ¤o o.OD Ci、 0o 0。 OD

22⊥ 02 住房淑革支出 δ‘7￡ B.27 δ.728.27 0.0θ ◇.00 0.0D CJ。 θo

2￡ 1θ 20】 住房公识金 5、 733,哇 ? 5、 733.啮 7 Cl。 DQ o.OD Cl.θ 0 o。 00

22102Cl3 购房补贴 9θ哈‘80 9g双 。ao 0.OD 0.θ o 0。 0D ¤。¤Cl



表 4:高等学校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单位名沛:舍肥I业大芋
单位·万尻

项 本年交出

科目犏码 科目督称 合计 墨本支出

顼目吏出

小计
其中。墨本建谂

资金支出
类 |;:};∶

∶|∶∶|J页 合计 118,663~77 95,701灬 38 22,962.39 2J942。 ◇o
205 教言支出 113‘ 239.53 θ1、 020.53 z2,21B‘ 95 2,g辽 2、 o¤
2FJ592 普通教言 112,73o.66 91=0ε θ̂ 63 21=T10.Os 2,g珐 2、 00
2fJ5020⒋ 高中渤育 20.11 0'00 ~90.11
OCl50205 高等教育 】】2j710.55 91JO:0。 58 21J6a9.97 ej9唼 ￡.Qr,
2050氵 留学救育 438。 67 0。 臼0 侥38.67
2050sO2 来毕留学教育 砝3B、 ε7 ζ】.0o 4sg.g7
2Q508 进修及培训 7~53 巾。¤o 7.53
2Q5θ BrJ1 数师进畛 7.53 0.Clo ?.5s
20509 其他教肓支出丨 62.57 °,° r9 琶2.67
2D5θ LDgD

其他教育支出 62.5? 0.◇ 0 52.67
2D6 科学拢术支出| 261‘ 72 哇:∶:.00 219.72
?乡 602 墨础研究 42,00 4z.0(∶ | o.0刂 :l

20s020J~ 机恂运行 42.90 42.00 0.0氵
￡0δ 0e 匣用研究 219。 72 0ˇ 0Q 219,72
20已 0303 高掖术研究 21g~?2 Q.rJ¤ 219.7:
307 塞化体弯与传煤支出 217,2◇ 0~勺 0 217.20
2u799 其业文僦体肓与传煤支出 217,2ε ¤.¤ o 217.20
2079903 ~X化产业璜展专顼支出 21?。 20 ¤、00 217☆ so
220 国土淹洋气象蒜支出 30δ 。52 Q。 09 aQ6、 52
2EO¤ 1 国土资源事务 306.52 o.orJ 3tn6.52
22091CJ9 其塑国土资源事斋支出 sOδ .52 o‘ 00 306.52
221 住房保障茭出 哇,638.80 4、 638.80 o.0¤
22102 住房改革茭出 电,638.80 4.s38.80 0.00
s210201 住房公积金 ?j64珐 .fJo 3t64啮 .oQ o,0θ
e21o￡ o3 贝勾钅寻补贝占 99咕 .80 念9唼 .ao Q.00



三、决算报表说明

(一)高等学校收支决算总表说明

1、 学 校 2016年 收 入 总 计 198,343.65万
元 ,与 ⒛ 15年

相 比 ,增 加 3,o95.25万 元 ,增 长 率 为 1.59%。

其中:财政补助收入为 118,798.53万 元,较上年增加了

10,538.10万元,增长率为 9。”%,主要为教育补助收入增加

了 10,041.30万 元,其他补助收入增加了 564.80万元,而科

研补助收入减少了68.00万元。

事业收入为 59,666.98万 元 ,较上年减少了3,119.07万 元 ,

减少率为 4.97%。 其中教育事业收入较上年增加了佴6.68万

元,而科研事业收入较上年减少了 3,565.75万元。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为 0万元 ,较上年减少了 1,190万元 ,

主要原因为上年度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纳入了其他收入核算。

其他收入为 19,878。 14万元,较上年减少了 3,133.78万

元,主要为上年有地方财政
“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基地

”
专

项拨款 4,000万 元,而本年没有该专项资金。

2、 2016年
我 校 总 支 出 为 l呢 ,411.82万 元 ,较 上 年 增 加

了⒛,974.00万 元。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8万元 ,较 上年减少 了 10.08

万 元 i;教 育 支 出 184,833.13 元 ,较 上 年 增 加 了 20,295.27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261。⒓ 万元,较上年增加了 19.50万 元 ;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17.20万 元,较上年减少了 83。“ 万元 ;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306.52万 元,较上年增加了 14.65万 元 ;

住房保障支出 6,”8.27万元,较上年增加了”8.3万元。

(二)高等学校收入决算表说明

学校 2016年 收入总计 198,343.65万 元,财政拨款收入

118” 798.53万 元 ,占 总 收 入 的 59.90%;教 育 事 业 收 入 为

32,788。绲 万 元 ,占 总 收 入 的 16.53%;科 研 事 业 收 入 为

26,878.56万 元 ,占 总 收 入 的 13.55%;其 他 收 入 为 19,878.14

万元,占总收入的 10。Ⅱ%。

(三)高等学校支出决算表说明

学校 2016年各项支出总计 192,411。眨 万元,其 中基本支

出 1绲 ,043.67万 元 ,占 总 支 出 的 ” 。眨 %;项 目 支 出 50,368。 15

万元,占 总支出的 26.18%。

按照支出功能Ⅱ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8万元 ,

占总支出的 0。O3%;教育支出 184,833.13万 元,占 总支出的

96.06%;科 学技术支出 261。” 万元,占 总支出的 0.14%;文

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17。⒛ 万元,占 总支出的 0.11%;国 土海

洋气象等支出306.52万 元,占总支出的 0。 16%;住房保障支

出 6,728.27万元,占 总支出的 3.5%。



(四 )高等学校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说明

学 校 ⒛ 16年 财 政 拨 款 支 出 总 计 为 118,663.77万 元 ,其 中

基 本 支 出 95,701.38万 元 ,占 总 支 出 的 80,65%;项 目 支 出

” ,9⒍ 。39万 元 ,占 总 支 出 的 19.35%。 具 体 包 括 :

1、 高中教育 (205u⒄ ),2o16年 决算数为 20.11万元 ,

比2015年决算数增长 430.61%。 主要原因是我校附属高中国

家助学金⒛15年度拨款时为项目支出,根据教学实际管理

需要和财政资金的使用规定,大部分支出在⒛16年完成 ,

因此 2016年支出数太于 2015年 。

2、 高等教育 (⒛50⒛5),⒛ 16年决算数为 112,710.55

万元,比 ⒛15年决算数增长 9.05%。 主要原因是财政补助收

入较上年增加了 10538.10万 元,增长率为 9。”%,支出也随

之增加。如教育补助收入增加了 10⒄1.30万 元,其他补助收

入增加了564.80万 元。

3、 来华留学教育 (⒛50ω2),⒛ 16年决算数为们 8。臼

万元,比 ⒛ 15年决算数减少 25.29%。 主要原因是 ⒛15年度

该笔资金是基本支出,⒛ 16年度是项目支出,实际资金是在

年中拨付到位9具体执行时受到时间限制。

4、 教师进修 (2()50801),2016年 决算数为 7.53万元 ,

比 2015年决算数增加 337。 弘%。 主要原因是,该类资金 ⒛ 15

年拨款到位较晚,具体执行时受到时间限制,⒛ 16年加大了

执行力度,支 出增加。
12



5、 其他教育支出 (2o5∞99),本年决算数为⒍。臼 万

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284.7%,主要原因是本年该类项目

拨款较上年增加,支 出随之增加。

6、 机构运行 (⒛6o2o1),本年决算数为 辊。oo万元 ,

比上年决算数增长 5%。 主要原因是本年比上年拨款增加 ,

支出相应增加。

7.高 技术研究 (2∝O3O3),本年决算数为 219。” 万元 ,

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8.96%。  主要原因是该类项目本年比上

年执行力度加大。

8、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支出 (2o799O3),本 年决算数为

217.20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27。 BO/0。 主要原因是该类项

目⒛16年度无拨款,实际支出减少。

9、 其他国土资源事务支出 (22oo199),本 年决算数为

306.52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5.o2%。  主要原因是该类

项目本年比上年执行力度加大。

10、 住房公积金(221o2o1),本 年决算数为 364茌 万元 ,

比上年决算数增长 25.92%。 主要原因是本年拨款比上年增

加,支 出亦相应增加。

11.购
房 补 贴

(221o2o3),本
年 决 算 数 为 994.80万

元 ,

比上年决算数增长 38。 17%。 主要原因是本年拨款比上年增

加,支 出亦相应增加。



四、名词解释

(一 )支出功能分类科 目说明

决算收支表中的
“
科 目名称

”
和

“
科目编码

”
是指在政府收

支分类体系中按照支出功能分类划分的各项内容,是综合反

映政府职能活动的分类,其 中:

l。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⒛501o2):反 映行政单位 (包括

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

目支出。

2.小 学教育 (⒛50202):反 映的是各部门举办的小学教

育支出;

3.初 中教育 (⒛50203):反 映各部门举办的初中教育支

出;

4.高 中教育 (⒛50⒛4):反映的是各部门举办的高级中

学教育支出;

5.高 等教育 (⒛50⒛5):反映的是经国家批准设立的中

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部门所属的全 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包括研究生)的支出;

6.来 华留学教育(20506Ⅱ ):反映资助来华留学生支出;

7.其 他教育支出 (⒛59999):反 映除教育事务管理、普

通教育等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 ;

8.机构运行 (⒛ω201):反 映从事基础研究和近期无法



取得实用价值的应用基础研究机构的基本支出 ;

9.重 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晒Ⅱ⒄ ):反映国家 (重 点 )

实验室、部门开放实验室及野外台站的支出;

10.专 项基础科研 (206uo6):反映用于专项基础科研方

面的支出;

11.其他基础研究支出 (晒∞99):反映其他用于基础研

究亚作的支出;

12.社 会公益研究 (⒛60302):反 映的是从事卫生、劳动

保护、计划生育、环境科学、农业等社会公益专项科研方面

的支出;

13.高 技术研究 (⒛60303):反 映的是为解决事关国民经

济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等重大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高技

术问题而开展的研究工作支出;

14.产 业技术研究与开发 (206⒄O3):反映的是国家推进

产业发展中重大、共性、关键性技术研究与开发,加速产业

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支出;

15.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2069999):反 映其他科学技术支

出中除科学技术奖励、核事故应急指挥、对已转制为企业的

各类科研机构补助支出以外的其他用于科技方面的支出;

16.文 物保护 (⒛70204):反 映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方面

的支出;

17.其 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079999):反 映除上述项



目以外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方面的支出 ;

18.事 业单位离退休 (208o5u):反 映实行归口管理的事

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

19.行业医院 (21OO21o):反映除卫生、中医部门外的各

部门、国有企业所属医院的支出;

⒛。能源节约利用 (2111oo1):反 映用于能源节约利用方

面的支出;

21.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215u1o):反映用于工艺品及

其他制造业方面的支出;

”。其他国土资源事务支出 (”OO199):反 映地质及矿

产资源调查方面的支出;

23.住房公积金 (221u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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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提租补贴 (” 1o2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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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购房补贴 (” 1o2o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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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军队 (含武警 )

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二)收入科 目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指高等学校当年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



的各类财政拨款。包括财政教育拨款、财政科研拨款和财政

其他拨款。

2.上级补助收入:指高等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

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3.事 业收入:指高等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包括教育事业收入和科研事业收入。教育事业

收
'辶

主要包括普通高中学费,普通高中住宿费,高等学校学

费,高等学校住宿费,高等学校委托培养费,短训班培训费

和考试考务费;科研事业收入主要包括除教育部财政科研拨

款以外的中央和地方科研经费拨款,以及通过承接科研项目、

开展科研协作、转化科技成果、进行科技咨询等取得的收入。

4.经营收入:指高等学校在教学、科研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5.附属单位缴款:指高等学校附属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

缴的收入。

6.其他收入:指 高等学校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

收入,主要包括非同级财政拨款、投资收益、捐赠收入、租

金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现金盘盈收入和存货盘盈收入

等。

(三)支出科 目说明

l。基本支出:指高等学校为了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教



学科研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

公用支出。    |

2.项 目支出:指高等学校为了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

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3.上缴上级支出日指高等学校按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

的规定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4.经营支出:指高等学校在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5.对 下级单位补助支出:指高等学校用财政补助收入之

外的收入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