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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基本情况

秦皇岛分校是东北大学的组成部分，坐落于美丽的滨海城市

秦皇岛，北倚燕山、南临渤海，是经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的全日

制普通高等学校，培养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

在内的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学校自1987年创建以来，通过实施开

放发展战略、人才强校战略和教育创新战略，承担“211工程”、

“985工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重点建设项目,构建多元

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学校内涵式

发展，提升学校整体水平，学校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明显提高。

现已成为一所开放式、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特色鲜明大学。

学校设有研究生分院和经济学院、管理学院、计算机与通信

工程学院、控制工程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资源与材料学院、东北大学悉尼智能科技学院、民族学学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36个本科专业，涵盖经济学、文学、法学、理学、

工学、管理学等六大学科门类。同时共享东北大学全部博士和硕

士学科点资源。

学校拥有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秦皇岛分中心

1个（智能感知与光电检测技术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秦皇岛）1个（航空动力装备振动及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省级技术创新中心1个（河北省科普信息化技术创新中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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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重点实验室2个（河北省电介质与电解质功能材料实验室、河

北省微纳精密光学传感与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学校有教职工834人，其中：教师

580人，占教职工总数的70%，非教师专业技术124人，职员108

人，工勤技能22人。专任教师队伍中，教授56人，副教授177

人，讲师339人，助教8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人、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3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4人，

全国模范教师1人，河北省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人。河北省模

范教师、教育工作先进个人等20人，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6

人，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入选者57人。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学校共有高等学校学生11365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东北大学）92人，硕士研究生（东北大学）

1038人，普通本科生10235人。



- 5 -

二、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2022年度部门预算报表

表1：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2022年度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26,626.77 一、教育支出 42,783.16

二、事业收入 13,460.72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67.1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三、住房保障支出 1,735.00

四、其他收入 3,655.19

其中：捐赠收入 170.00

本年收入合计 43,742.68 本年支出合计 46,985.26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3,605.71 结转下年 4,280.27

上年结转 3,917.14

收 入 总 计 51,265.53 支 出 总 计 51,26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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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2022 年度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收入

合 计

财政拨款

收 入

上级补助

收 入

事业收入
经营

收入

附属单位

缴款
其他收入

金额
其中：教育

收费

205 教育支出 39,540.58 23,538.17 13,460.72 10,860.72 2,541.69

20502 普通教育 39,540.58 23,538.17 13,460.72 10,860.72 2,541.69

2050205 高等教育 39,540.58 23,538.17 13,460.72 10,860.72 2,541.69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67.10 1,989.60 477.5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467.10 1,989.60 477.5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767.10 1,326.40 440.7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700.00 663.20 36.8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735.00 1,099.00 636.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735.00 1,099.00 636.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735.00 1,099.00 636.00

合 计 43,742.68 26,626.77 13,460.72 10,860.72 3,6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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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2022 年度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

支出
经营支出

对下级单位

补助支出

205 教育支出 42,783.16 36,456.29 6,326.87

20502 普通教育 42,783.16 36,456.29 6,326.87

2050205 高等教育 42,783.16 36,456.29 6,326.87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67.10 2,467.1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467.10 2,467.1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767.10 1,767.1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700.00 7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735.00 1,735.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735.00 1,735.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735.00 1,735.00

合 计 46,985.26 40,658.39 6,3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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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2022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 注

205 教育支出 23,538.17 21,170.17 2,368.00

20502 普通教育 23,538.17 21,170.17 2,368.00

2050205 高等教育 23,538.17 21,170.17 2,368.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89.60 1,989.6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989.60 1,989.6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26.40 1,326.4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63.20 663.2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099.00 1,099.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099.00 1,099.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099.00 1,099.00

合 计 26,626.77 24,258.77 2,3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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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2022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2022年部门预算情况总体说明

按照部门预算的原则，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所有收入和支出均

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上年结转、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其他收入、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等；支出包括：教育支出、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结转下年等。2022年东北大

学秦皇岛分校收支总预算51,265.53万元。

（二）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2022年度收支预算总表情况说明

1.上年结转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上年结转资金批复数为3,917.14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专项结转资金36.87万元，科研事业收入结转资金

批复数为3,880.27万元。

2.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本年度使用学校以前年度非财政拨款累

计结余弥补收支差额预算3,605.71万元。

3.本年收入预算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2022年各项收入预算为43,742.68万元。

收入预算中财政拨款收入预算为26,626.77 万元，占收入预算的

60.87%；事业收入预算为13,460.72万元，占收入预算的30.77%；

其他收入预算为3,655.19万元，占收入预算的8.36%。

4.本年支出预算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2022年各项支出预算为46,985.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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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预算中教育支出预算为42,783.16 万元，占当年支出预算的

91.0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2,467.10万元，占当年支出预

算的5.25%；住房保障支出预算为1,735万元，占当年支出预算的

3.69%。

5.结转下年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2022年结转下年资金为4,280.27万元，

全部为科研事业收入未完项目预计结转资金。

（三）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2022年度收入预算表情况说明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2022年度收入合计为43,742.68万元。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

2022 年学校财政拨款收入预算为26,626.77 万元，占总收入

预算的60.87%。具体包括：高等教育拨款23,538.17万元，社会

保障和就业拨款1,989.60万元，住房公积金拨款1,099万元。

2.事业收入预算

2022 年学校事业收入预算为13,460.72万元，占总收入预算

的30.77%。包括：科研事业收入预算2,600 万元，占事业收入预

算的19.32%；教育事业收入预算10,860.72 万元，占事业收入预

算的80.68%。

3.其他收入预算

2022年学校其他收入预算为3,655.19万元，占总收入预算的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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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2022年度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2022年各项支出预算为46,985.26万元。

1.基本支出预算

2022 年学校基本支出预算为40,658.39万元，占总支出预算

的86.53%。其中，高等教育支出预算36,456.29 万元，占基本支

出预算的89.6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为2,467.10万元，占

基本支出预算的6.07%；住房保障支出预算1,735万元，占基本支

出预算的4.27%。

2.项目支出预算

2022年学校项目支出预算为6,326.87万元，占总支出预算的

13.47%，全部为高等教育项目支出预算。

（五）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2022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情

况说明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2022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26,626.77万元。其中，教育支出预算23,538.17万元；社会保障

和就业预算1,989.6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预算1,099万元。

四、专业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财政拨款收入，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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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其他拨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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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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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事业收入，是指高等学校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动所

取得的收入，包括：通过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向学生个人或者单位收

取的学费、住宿费、委托培养费、考试考务费、培训费和其他教育

事业收入。

（2）科研事业收入，是指高等学校开展科研及其辅助活动所

取得的收入，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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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包括高等学校从同级财政

部门取得的财政科研拨款。

3.其他收入，是指高等学校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

入。

4.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是指高等学校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

拨款收入”“事业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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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

金。

5.上年结转，是指以前年度预算已经开始执行但尚未完成、本

年仍需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支出科目

1.教育支出

高等教育，是指高等学校开展教学、科研、辅助活动发生的日

常运行支出，以及为完成事业发展目标发生的项目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是指机关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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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2）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是指机关事业单位实

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3.住房保障支出

住房公积金，是指高等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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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结转下年，是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

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

金。

5.基本支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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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项目支出，是指高等学校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工作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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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5]教育部 实施单位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55

执行率

分值（10）

其中：财政拨款 355

上年结转

其他资金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以提高高校的自主创新能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为主要目标，重点支持青年教师和优秀学生在相关科研领域的

自由探索和创新活动；

2.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科研能力和水平，加强学科交叉项目研究，加快学校科技工作国际化，提升学校整体科研实力，

支撑学校一流大学建设；

3.按照中央专项资金使用要求，序时完成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进度，年末完成建设任务。及时满足教师科研需要和

申请意向。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大学生科研、创新研究项目数 4项 10

支持青年教师科研项目数 60项 20

质量指标 支持项目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数 ≥150篇 1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结题率 ≥98%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为企业技术需求提供解决方案，开展培训

等服务
10次 6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问题情况 有效 6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青年教师搭建获取国家其他渠道科研项

目经费资助的桥梁情况
资金支持稳定 6

提升学校青年教师整体科研水平 有效 6

为申报国家级项目提供前期培育 有效 6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教师满意度 ≥95% 5

学生满意度 ≥9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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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房屋修缮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5]教育部 实施单位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90.12

执行率

分值（10）

其中：财政拨款 290.12

上年结转

其他资金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提高学校硬件设施的水平；

2.提高学校节能水平；

3.对于今后减少维护费用和校园安全稳定具有长期的作用。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工程建设成本节约率（%） 1%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屋面防水（㎡） 2026 7

拆除木柜橱（个） 84 6

质量指标
房屋修缮验收通过率 100% 5

履行招投标程序合规率 100% 6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符合工期要求 5

验收时间 按时完成验收 5

资产入账情况 按时验收入库 6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建筑物的使用年限有效延长 10年 5

社会效益指标
安全保障情况

安全事故明显减少

或没有发生
5

师生员工工作生活设施改善情况 工作生活更便利、舒适 5

生态效益指标 节能环保要求
建设项目符合

节能环保要求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 10年 5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显著提升 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8% 5

教职工满意度 ≥9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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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设备资料购置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5]教育部 实施单位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442.21

执行率

分值（10）

其中：财政拨款 1442.21

上年结转

其他资金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购置教学实验室仪器设备、创新实验设备和智慧档案馆建设等，使教学科研条件显著提升，服务师生人次明显增加；

2.实现学费、报名费等校内缴费项目的线上迁移；实现学费网上缴费成功即可自动开具财政电子票据；

3.显著改善教学办学条件，为师生提供更好、更方便的教学、学习环境。

4.实现学分制教学管理信息化，使学校教学管理条件显著提升。

5.续订或新增电子资源数据库15个，购买纸质文献数量16000册，使学校教学科研条件显著提升，服务师生人次明显增加。

6.共完成10个子项目的建设,显著改善教学办学条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采购成本是否相对合理 合理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包含子项目 10 4

设备购置数量 2629台套 4

备品柜 172 3

方凳 1710 3

电子管理系统建设或升级改造数 2 3

纸质文献数量 ≥16000册 3

续订或新增电子资源 ≥15个 3

质量指标
履行招投标程序合规率 100% 4

设备验收通过率 100% 4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符合工期要求 3

验收时间 按时完成验收 3

资产入账情况 按时验收入库 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基本教学科研条件 改善 5

安全保障情况 安全事故明显减少或没有发生 5

师生员工工作生活设施改善情况 工作生活更便利、舒适 5

生态效益指标 节能环保要求 符合节能环保要求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 ≥5年 5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显著提升 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5% 5

教职工满意度 ≥9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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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基础设施维修改造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5]教育部 实施单位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0.67

执行率

分值（10）

其中：财政拨款 90.67

上年结转

其他资金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完善北校区教学场馆采暖改造工程。

2.此项目改善我校师生的生活环境，最大限度的利用了能量，提高了能源的利用率，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工程建设成本节约率（%） ≥1%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安装燃气锅炉（台） 2 7

循环泵（台） 3 7

质量指标
基础设施验收通过率 100% 6

履行招投标程序合规率 100% 6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符合工期要求 5

验收时间 按时完成验收 5

资产入账情况 按时验收入库 4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节能
提高能源利用率，

减轻环境压力
5

社会效益指标
安全保障情况

安全事故明显减少或

没有发生
5

师生员工工作生活设施改善情况 工作生活更便利、舒适 5

生态效益指标 节能环保要求
建设项目符合

节能环保要求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 15年 5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显著提升 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8% 5

教职工满意度 ≥9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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