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洛学院 2019年部门综合预算说明 

 

一、单位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商洛学院是教育部批准、陕西省政府举办的全日制普通

本科院校，坐落于秦楚文化交汇地、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贾平

凹故乡——商洛市。商洛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地处秦岭南麓，

距离省会城市西安 110公里，东临河南，东南接湖北，地跨

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气候温和四季分明，

交通区位优越便捷，生态旅游和物产资源丰富，享有“秦岭

最美是商洛”之美誉。 

学校 2017年入选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人社部确定的全

国百所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应用型高校，2018年被确定为陕西

省“一流学院”建设单位，是全国新建本科院校联盟会员单

位。 

建校以来，学校秉承“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的大学精神、

“尚教为学践用至要”的办学理念和“博闻强志 正道直行”

的校训，坚持“立足商洛，面向地方，服务基层，培养应用

型人才，建设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办学定

位，凝练打造了“秦岭现代中药资源和绿色食品开发利用，

秦岭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贾平凹研究、秦岭画派等地方

文化传承创新”三大鲜明办学特色，为社会培养了 4 万余名



合格人才，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落实“以学生为本”

的教育理念，坚持以学生党建为龙头，通过实施“三早一晚”

等学风示范工程，促进学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学校坚持走产学研融合发展道路，持续推动科学研究和

科技成果转化。现有陕西省科协院士专家工作站 2 个、陕西

省省级优势学科 1 个、全国唯一的省级尾矿资源综合利用重

点实验室、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商

洛文化暨贾平凹研究中心、秦岭特色生物资源工程研究院和

陕西省商洛市 GAP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7 个省级研究平台，

商洛市生态环境技术研究中心等 6个市级工程研究中心和量

子光学研究所等 8 个校内研究机构，建有 2个校外博士工作

站，“秦岭植物标本陈列室”“秦岭矿产资源陈列室”和“商

洛红色文化资料馆”3 个大型展室，是陕西省首批社会科学

普及基地单位。自主选育的“商麦 8928、5226、1619”等三

个省审小麦新品种被确定为干旱半干旱地区小麦首选骨干

品种，累计推广 540 余万亩，增加农民收入 3亿元以上。 

学校积极践行服务社会使命，深度融入地方协同发展。

近年来承担服务地方各类科研项目 344项。全面实施“根植

地方行动计划”，广大教师围绕理论与现实重大问题积极开

展研究，投身地方建设发展，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了切实可

行的理论及现实依据，为促进地方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学校坚持录取报到率与生源质量、就业率与就业质量“双

提高”的招生就业工作方针，广泛建立省内外优质生源基地，

连年百分之百完成招生计划。三年来，就业率连年达到 90%

以上，340 余名优秀毕业生赴新疆、西藏支教就业，为服务

边疆建设作出了贡献。 

学校目前设有党政管理部门 23 个，教学单位 11 个，教

辅单位 2 个计学术科研单位 1 个。开办 40 个本科专业，面

向 28 个省市自治区招生，在校学生 10000 余人。 

二、2019年年度单位工作任务 

2019是我校加快“一流学院”建设的关键一年。学校工

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贯彻全国、

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追

赶超越”目标，加快推进内涵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和办学实力，为

实现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确定的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工作

要点如下： 

（一）加强党的建设，夯实学校事业发展根基 

1.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2.积极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 

3.大力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4.全面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5.抓好人才队伍建设。 

6.扎实做好统战工作。 

7.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二）加强顶层设计，激发学校事业发展活力 

8.持续优化学校治理体系。 

9.深入开展建设“一流学院”教育思想大讨论。 

10.深入推进综合改革。 

11.加大开放办学力度。 

12.凝聚学校发展强大合力。 

（三）聚焦“四个回归”，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13.提升教学管理水平。 

14.加强专业建设。 

15.深入开展教学改革。 

16.开展教学成果培育和推广工作。 

17.提升创新创业教育质量。 

18.加强与社会合作协同育人。 

19.做好审核评估工作。 

（四）深化产教融合，全面增强学校科研实力 

20.加强学科建设。 

21.加快科研平台和团队建设。 

22.推进高水平科研项目立项申报工作。 

23.争取高水平科研成果和奖励。 



24.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和成果转化。 

（五）坚持立德树人，全面加强学生工作 

25.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26.做好日常教育管理工作。 

27.加快学工队伍建设。 

28.全面做好学生资助工作。 

29.继续推动招生就业工作实现“双提高”。 

30.持续加强团学工作。 

（六）加强保障，改善民生，推进学校持续健康发展 

31.做好风险防控工作。 

32.加强校园基本建设。 

33.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 

34.切实做好民生工作。 

35.扎实做好扶贫工作。 

36.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三、单位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 12月 31 日，本单位人员编制 472人，其中

行政编制 0人、事业编制 472人；实有人员 720人，其中行

政 0 人、事业 720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76 人。 



 

四、单位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共有车辆 10 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30 台（套），价值 1219.24 万元。2019

年当年单位无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五、单位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19年本单位实现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 11514.80 万元。本单位无 2018 年结转的列权

责发生制核算支出涉及的绩效目标管理。 

六、2019年单位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9 年本单位预算收入 16974.8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收入 11514.80 万元、事业收入 5400 万元、上年实

户资金余额 60万元（非财政性资金）。2019年本单位预算收

入较上年增加 4639.70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9 年专项资金

列入部门预算的金额增加 4514.10 万元；2019年本单位预算

支出 16974.8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1514.80

万元、事业收入支出 5400 万元、上年实户资金余额支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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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19 年本单位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加 4639.70 万元，主

要原因是专项资金支出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9 年本单位财政拨款收入 11514.80 万元，均为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2019 年本单位财政拨款较上年增加 4639.70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9 年专项资金列入部门预算的金额增

加 4514.10 万元；2019 年本单位财政拨款支出为 11514.80

万元，均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2019年本单位财政拨款

支出较上年增加 4639.70万元，主要原因是列入部门预算的

专项资金支出增加。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19 年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1514.8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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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较上年增加 4639.70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9 年专项资

金列入部门预算的金额增加 4514.10 万元。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单位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514.80万元，其中： 

（1）高等教育（2050205）11224.08 万元，较上年增加

4581.69 万元，原因是专项业务经费支出及公用经费支出增

加。 

（2）住房公积金（2210201）290.72 万元，较上年增加

88.10万元，原因是人员正常增加及提取基数正常增加。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按照单位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19年本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514.80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3444.03 万元，较上年增加 62.80

万元，主要原因是正常人员增加及调资。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5510.67 万元，较上年增加

4510.86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资金支出增加。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03）1380.10 万元，较上年增加

1310.04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资金支出增加。 

（2）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19年本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514.80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50501）3444.03万元，较上年增加   万

元，较上年增加 62.80万元，主要原因是正常人员增加及调



资。 

商品和服务支出（50502）5510.67万元，较上年增加   万

元，较上年增加 4510.86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资金支出增

加。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0999）1380.10万元，较上年增

加 1310.04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资金支出增加。 

资本性支出（一）（50601）1180.00 万元，较上年减少

1244万元，主要原因是专用设备购置减少。 

4.2018年结转列权责发生制核算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情况 

本单位无 2018 年结转的列权责发生制核算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支出。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本单位无 2018 年结转的列权责发生制核算政府性基金

预算拨款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本单位无 2018 年结转的列权责发生制核算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拨款支出。 

（六）“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2019 年本单位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济预算支出 100



万元，较上年减少 20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因公出国（境）

费用减少 20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0 万元，较

上年减少 20 万元；公务接待费 40万元，与上年相同；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 60 万元，与上年相同；2018年、2019年均

无公务用车购置费。 

 

（七）机关运行费安排情况 

本单位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3561.67 万元，较上

年增加 2581.86 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资金列入部门预算。 

（八）政府采购情况 

2019 年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共 1450 万元，均为政府采

购货物类预算。 

本单位无 2018 年结转的列权责发生制核算的政府采购

资金支出。 

七、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单位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

2019年 2018年 

因公出国（境）费用 0 20

公务接待费 40 4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0 60

合计 10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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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情况表 



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

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公共用房取暖

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

用。 

2. 2050205（高等教育）：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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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

出；2210201（住房公积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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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财务资产及学生资助等管理制度 

（一）学校财经小组名单及议事规则 

学校财经委员会由校长担任组长，分管财务工作的校领

导担任副组长，委员由财务处、资产管理处、审计处、监察

处、办公室、发展规划处、人事处、教务处、学生处、基建

处、后勤保障处、科技处、工会等部门负责人和两名教职工

代表组成。财经领导小组下设财经工作办公室与资产管理办

公室，各办公室在财经领导小组指导和授权下开展工作。 

财经领导小组实行集体民主决策的议事规则，在讨论相

关财经工作具体事项时，到会人数必须超过领导小组成员的

三分之二。按照财经领导小组成员顺序由后及前依次发表意

见，最后由组长统一意见后作出决议，决议应由到会三分之

二以上人数通过。讨论重大事项无法直接统一意见时，按投



票表决方式决定，超过领导小组到会人数半数时方可形成决

议。 

（二）学校财务管理有关制度 

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高等学校财务制度》《高等

学校会计制度》《陕西省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办法》等国家有

关法律制度，为规范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促进学校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我校制定了《商洛学

院财务管理办法》《商洛学院财务报销制度》《商洛学院财务

预算管理办法》《商洛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商洛学院社会

服务性收费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三）学校资产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

整，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确保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有

序进行，我校制定了《商洛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商洛

学院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商洛学院物资设备采购管理办法》

《商洛学院办公室设施配置标准与资产管理办法》等规章制

度。 

（四）学生资助工作有关制度 

为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促其顺利完成学业，

确保其制度化、规范化，我校制定了《商洛学院系级学生工

作量化考核办法》《商洛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暂

行办法》《商洛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暂行办法》



等规章制度。 

 

 

附件 1：2019 年部门预算公开报表 

附件 2：2019 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附件 3：教育收费标准 

 

 

商洛学院 

2019 年 4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