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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中国地质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是国家批准设立研究生院的大

学，是国家“211 工程”、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位

于武汉东湖之畔，南望山麓。学校以地球科学为主要特色，地质学、地质资源与

地质工程 2个一级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学科涵盖理学、工学、文学、

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等门类。

中国地质大学创建于 1952 年，前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

山铁道学院等院校的地质系（科）合并组建而成的北京地质学院。学校于 1960

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院校。1970 年，学校整体迁至湖北办学，更名为湖北地质

学院。1974 年，学校定址武汉，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1978 年，武汉地质学院

在原北京旧校址设立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1987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批

准组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北京两地办学，总部在武汉。2000 年 2 月，学校

由国土资源部划归教育部管理。2006 年 10 月，教育部、国土资源部签署共建中

国地质大学协议。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位于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腹地。学校拥有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逸夫博物馆，校园环境优美，教育、科研、学术氛围浓厚，

拥有现代化的教学楼群、图书馆、学生公寓、体育场馆等相关配套设施，为莘莘

学子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生活和成长的环境。学校现正在武汉光谷未来科技城建

设“资源环境科技创新基地”暨新校区。

办学思想

坚持弘扬“艰苦朴素，求真务实”校训精神，坚持“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价值观，着力培养“品德高尚、基础厚实、专业精深、知行合一”的高素质人



才，着力为解决区域、行业乃至人类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提供高水平的人才和科

技支撑。

秉承“强化特色、争创一流、依法治校、开放包容”的治校理念，营造“独

立思考、严谨治学、勇于探索、追求卓越”的文化氛围，努力构建优越而独特的

教学和科研环境。坚持实施人才强校、科技兴校和国际化战略，大力推进以学术

卓越计划为核心的综合改革，在建成地球科学一流、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大

学的基础上，努力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研究型大学，致力于实现地球科学领域

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

办学条件

学校现有教职员工 3049 人，其中教师 1723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9人，博士

生导师 263 人，教授 431 人，副教授 688 人。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 28 人(长

期项目 7人、短期项目 3人、外专项目 1人、青年项目 17 人)，国家“万人计划”

入选者 9人(领军人才 6人、青年拔尖人才 3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

18 人（特聘教授 11 人、讲座教授 5人、青年学者 2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 15 人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5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入选者 29 人，湖北省“百人计划”入选者 8人、“楚天学者计划”入选者

42 人。学校拥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 3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3个，

国家级教学团队 6个，国家级教学名师 1人，湖北省教学名师 9人。

学校现有各类科研机构、实验室、研究院（所、中心）86 个，其中国家重

点实验室 2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个，科技部地质工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1个，科技部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1个。学校拥有完善的实验实践教学体系，

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1个。自建校起，

学校相继在周口店、北戴河、秭归等地建立了教学实习基地。其中周口店野外实

习基地被誉为“地质工程师的摇篮”，为“全国地质实验（实践）教学示范中心”、



“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能力（野外实践）基地”。学校图书馆馆舍面积 2.7

万余平方米，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形成了以科技文献为主体，以地学文献为特

色的馆藏体系，构建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服务平台，为师生提供有效的文献资

源保障。

学科布局

学校围绕学科前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构建以地球科学为主导，多学科

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学科生态系统。现有 2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16 个湖北

省重点学科，“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两个一级学科在全国历次

学科评估中均排名第一；有 19 个学院（课部）、65 个本科专业；有 16 个一级

学科博士点，33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3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工程硕士、MBA、

MPA 等 11 个专业学位授予权，其中工程硕士专业包涵 14 个工程领域。地球科学、

工程学、环境/生态学、材料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 6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 全

球前 1%，其中地球科学进入前 1‰。

人才培养

学校拥有“学士－硕士－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其中全日制在校学生

26060 人，包括本科生 18046 人，硕士研究生 5781 人，博士研究生 1516 人，

国际学生 717 人；成教及网络教育注册学生 3万余人。拥有国家地质学理科人才

培养基地和国土资源部地质工科人才培养基地。建校 60 余年来，为国家培养了

近 30 万名高级人才。

学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养“品德高尚、基础厚实、专业精深、

知行合一”的优秀人才为目标，努力构建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教学与科研实践

融合、创新创业与专业教育融合的“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我校学生在具有广

泛影响力的全国挑战杯大赛、数学建模大赛、英语竞赛、电子设计大赛等高水平

赛事中屡获佳绩。



学校把弘扬优良体育传统与健全人格培养相结合，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体

育教育体系。我校学生在国际国内重大体育比赛中，累计获得金牌 200 余枚，银

铜牌 400 余枚。2012 年 5 月，学校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成为我国第一支登上

世界最高峰的大学登山队。

科学研究

学校在地质学、矿产资源能源、地质工程、地球物理、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

地理信息系统与测绘、材料科学与化学、经济与管理等研究领域具有特色和优势，

取得一批重要成果。2010 年以来，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2项（参与）、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38 项，获“中

国科学十大进展”1项、“十大地质科技进展”2项、“十大地质找矿成果”2

项。汤森路透“高被引科学家” 5人，爱思唯尔“高被引学者” 8人，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作者 30 人次。学校主办的《地球科学》（中文版）被国际著名检索

系统 EI Compendex 收录，《地球科学学刊》（英文版）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 SCIE

收录，《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进入 CSSCI。

学校坚持立足湖北和长江经济带，面向全国，大力推进政产学研合作，积极

服务行业、区域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学校与武汉市人民政府联合组建武汉地质

资源环境工业技术研究院，采用市场化运营模式，搭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着力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学校还在“珠三角”和“长三角”

地区分别建立产学研平台和产业孵化基地（深圳研究院、浙江研究院）。

国际交流

学校积极开展对外学术、科技和文化交流，先后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

俄罗斯等国家的 100 多所大学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2012 年成立由我校发起，

联合斯坦福大学、麦考瑞大学、滑铁卢大学、香港大学、牛津大学等十二所世界

知名大学组建“地球科学国际大学联盟”，联盟高校在地学领域通过资源共享、



交流合作，实现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发展共赢。近年来，学校公派出国访问、

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师生每年 900 余人次，邀请来校访问、讲学、与会

的境外专家每年 400 余人次。

以学校为支撑建立了美国布莱恩特大学孔子学院、美国阿尔弗莱德大学孔子

学院、保加利亚大特尔诺沃大学孔子学院。拥有“中美联合非开挖工程研究中心”

等 6个国际科研合作中心。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设立“丝绸之路学

院”、“约旦研究中心”和“丝绸之路地质资源国际研究中心”。

二、2018 年部门预算报表

表一 高等学校收支预算总表

表二 高等学校收入预算表



表三 高等学校支出预算表



表四 高等学校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三、中央部门预算报表情况说明

（一）2018 年收入支出预算总表及情况说明

学校 2018 年收支总预算 433,861.96 万元（含上年结转 83,715.21 万元）。

本年收入合计 320,146.75 万元，较 2017 年当年预算收入 290,336.16 万元，增



加 29,810.59 万元。本年支出合计 352,385.96 万元，较 2017 年当年预算支出

310,283.27 万元，增加 42,102.69 万元。

（二）2018 年收入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学校 2018 年收入合计 320,146.75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83,375.15 万元，占 57.28%；事业收入 87,540.45 万元，占 27.34%，经营收入

710.00 万元，占 0.22%；其他收入 48,521.15 万元，占 15.16%。此外，2018 年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30,000.00 万元，上年结转 83,715.21 万元，2018 年

收入总计 433,861.96 万元。

（三）2018 年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学校 2018 年支出合计 352,385.96 万元，其中：教育支出 326,334.61 万元，

占 92.61%；科学技术支出 8,912.87 万元，占 2.5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13.00

万元，占 0.15%；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1,245.75 万元，占 0.35%；住房保障支出

15,379.73 万元，占 4.36%。此外，2018 年预计结转下年 81,476.00 万元，2018

年支出总计 433,861.96 万元。

（四）2018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学校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83,375.15 万元，与 2017 年

年初预算数 121,005.48 万元，增加 62,369.67 万元，增长率为 51.54%。主要增

加部分为：

1.高等教育（2050205），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为 157,182.84 万元，

比上年 102,272.05 万元增加 54,910.79 万元。主要原因是教育部基本支出财政

拨款增加了 2,261.74 万元，项目支出财政拨款增加了 52,649.05 万元。

2.来华留学教育（2050602），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支出数为 5,282.58 万

元，比上年增加 5,282.58 万元。主要原因是国家拨款增加了 5,282.58 万元。

3.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2060204），2018 财政拨款预算支出数为 7,250.00

万元，比上年 5,241.00 万元增加 2,009.00 万元。主要原因是国家拨款增加了

2,009.00 万元。



4.高技术研究（2060303），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支出数为 200.00 万元，

比上年增加 200.00 万元。主要原因是国家拨款增加了 200.00 万元。

四、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包括基本支出财政拨款

和项目支出财政拨款。

2.事业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对

学校而言是指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3.教育收费：指学校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按规定上缴财政专

户后从财政专户核拨给学校的资金和经核准不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的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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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费等。

4.附属单位缴款：指学校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5.其他收入：指学校除财政补助收入、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上级

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主要是地方各级政府

和其他部门拨付的经费、捐赠收入、利息收入等。

（二）支出科目

1.高等教育（2050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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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研究生）的支出。政府各部门对社会

中介组织等举办的各类高等院校的资助，如捐赠、补贴等也在本科目中反映。

2.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2060204）：反映国家（重点）实验室及野外站

台的支出。

3.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02）：反映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

费。

4.住房公积金（2210201）：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社部和财政部规定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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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购房补贴（2210203）：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符合条件职

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