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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教育部财务司《关于做好 2019 年预算公开工作的

通知》（教财司函〔2019〕146 号）要求，现将我校基本情

况和 2019年预算批复情况进行主动公开，并予以简要说明。  

一、 学校基本情况 

（一）学校历史简介 

长安大学直属国家教育部，是教育部和交通运输部、国

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建的国家

“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国家“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

新平台建设高校，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000 年由

始建于二十世纪 50 年代初的原西安公路交通大学、西安工

程学院、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合并组建而成。学校座落于历史

文化名城西安，现有 2个教学区、太白山和梁山 2 个教学实

习基地，校园面积 3745亩。60多年来，长安大学逐步发展

成为以工为主，理工结合，人文社会科学与基础学科协调发

展，以培养公路交通、国土资源、城乡建设等专业人才为办

学特色，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高等学府，已为国家培养各

类毕业生 25 万余人。 

（二）学科、专业设置情况 

学校设有 21 个教学院（系），有 5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26 个部省级重点学科，8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9个一级学

科博士点，34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40 个本科专业类别，10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6 个工程硕士招生领域，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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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备警

官选拔培训基地。 

(三）国家及省部级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研究基地情

况 

学校有 2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4个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

智基地，8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15 个交通

运输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陕西省重点实验

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个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 

(四）图书馆馆藏图书及学校编辑出版学术刊物情况 

学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丰富、载体多样，专业特色明

显。文献资源数量持续增长，2018 年新增纸质图书 9.23万

册，馆藏纸质文献达到 289.03 万余册。重点引进了支持学

校“双一流”建设所需的 Cambridge、TRR、AGU、ICONDA、

SAE、EBSCO、DI 专利、HKMO、台湾学术文献等一批高质量

学术文献数据库。同时引进了 SSCI、INCITES、ESI、JCR

等国际知名学科分析评价数据库平台，用以支持学科发展与

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2018年新增 21 个国内外中外文数据

库平台，截止 2018 年底，数据库平台共计计 57 个。建立了

以公路桥梁、工程机械、汽车工程、交通运输、国土资源、

地质工程、岩土工程、建筑工程、环境工程、经济与管理等

多学科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公路交通、国土资源和



- 3 - 
 

城乡建设等学科领域具有鲜明专业特色和专家技术咨询保

障体系。 

学校编辑出版《中国公路学报》《交通运输工程学报》

《交通运输工程学报（英文）》《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地

球科学与环境学报》《长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长安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筑路机械与施工机械化》等 8

种学术性期刊。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8 年中

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6 种学术期刊被评为中国科技核心

期刊，其中《中国公路学报》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

全国“百强报刊”，第 14次获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百

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入选中国期刊协会“2018期刊数字

影响力 100强”，被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评为“2018 年

度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交通运输工程学报》被中国高

校科技期刊研究会评为“2018年度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

《交通运输工程学报（英文）》被中国科技文献计量评价研

究中心评为“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地球科学与

环境学报》被评为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优秀科技论文在线”

优秀期刊一等奖。《交通运输工程学报（英文）》《地球科学

与环境学报》《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长安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均被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评为“2018 年度中

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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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预算表格 

高等学校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149,950.05 一、一般公共服务   

二、事业收入               68,650.00  二、外交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三、国防   

四、其他收入              72,210.00  四、教育              280,851.31  

其中：捐赠收入   五、科学技术                 

 
  六、文化体育与传媒   

 
  七、住房保障支出                9,958.74  

 
  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290,810.05  本年支出合计             290,810.05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             63,504.02  

上年结转               63,504.02  
 

  

收入总计              354,314.07  支出总计            354,3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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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收入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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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851.31 142,327.31          68,650.00      28,650.00                  69,874.00 

20502     普通教育 279,070.00 140,546.00          68,650.00      28,650.00                  69,874.00 

2050205       高等教育 279,070.00 140,546.00     68,650.00      28,650.00      69,874.00 

20506     留学教育 1,698.31 1,698.31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1,698.31 1,698.31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83.00 83.00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83.00 83.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9,958.74 7,622.74                                                    2,336.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9,958.74 7,622.74                                                    2,336.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7,164.00 4,828.00           2,336.00 

2210203       购房补贴 2,794.74 2,794.74            

  合计 290,810.05 149,950.05          68,650.00      28,650.00                  72,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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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支出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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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851.31 173,918.88 106,932.43 
   

20502     普通教育 279,070.00 172,220.57 106,849.43 
   

2050205       高等教育 279,070.00 172,220.57 106,849.43 
   

20506     留学教育 1,698.31 1,698.31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1,698.31 1,698.31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83.00 
 

83.00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83.00 
 

83.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9,958.74 9,958.74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9,958.74 9,958.74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7,164.00 7,164.00  
   

2210203       购房补贴 2,794.74 2,794.74  
   

  合计 290,810.05 183,877.62 106,9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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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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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27.31 98,144.88 44,182.43   

20502     普通教育 140,546.00 96,446.57 44,099.43   

2050205       高等教育 140,546.00 96,446.57 44,099.43   

20506     留学教育 1,698.31 1,698.31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1,698.31 1,698.31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83.00 
 

83.00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83.00 
 

83.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622.74 7,622.74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7,622.74 7,622.74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4,828.00 4,828.00    

2210203       购房补贴 2,794.74 2,794.74    

  合计 149,950.05 105,767.62 44,1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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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分析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19年收支总预算 354,314.07 万元，比上年年初

部门预算增加 12,310.99万元。 

（二）收入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19年预算总收入为 354,314.07 万元，其中：财

政拨款 149,950.05 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 42.32%；事业收

入 68,650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 19.38%；其他收入

72,210.00 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 20.38%，上年结转

63,504.02 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 17.92%。 

（三）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19年预算支出为 354,314.07 万元，其中：教育

支出 280,851.31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79.27%；住房保障

支出 9,958.74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2.81%，结转下年

63,504.02 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 17.92%。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19 年财政拨款（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批复数为

149,950.05万元，较上年增加 22,458.54 万元，其中：教育

拨款较上年增加 20,760.22 万元；住房保障拨款较上年增加

1,698.32万元。 

四、 专业名词解释 

（一）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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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收支表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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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育支出（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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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华留学教育（2050602）：反映资助来华留学生支出； 

其他教育支出（2059999）：反映其他用于教育方面的支

出。 

2.科学技术支出（206） 

机构运行（2060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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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220） 

其他国土资源事务支出（2200199）：反映其他用于国土

资源事务方面的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221） 

住房公积金（2210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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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203（购房补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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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 
 

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二）收入明细说明 

高等学校预算收入表中收入明细主要包括财政拨款、上

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下级单位上缴收入和其

他收入。其中： 

财政拨款：是指高等学校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

财政拨款; 

上级补助收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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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收入：是指高等学校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包括教育收费和科研事业收入。其中教育收费

主要包括普通高中学费，普调高中住宿费，高等学校学费，

高等学校住宿费，高等学校委托培养费，函大、电大、夜大

及短训班培训费和考试考务费。 

经营收入：是指高等学校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附属单位缴款：是指高等学校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有

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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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未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投资收益、捐赠收入、利

息收入、地方教育经费拨款、地方科研经费拨款、除教育部

科研经费拨款以外的中央科研经费拨款和地方其他经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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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三）支出明细说明 

高等学校支出预算表中的支出明细包括基本支出、项目

支出、上缴上级支出、经营支出、对下级单位补助支出。其

中： 

基本支出：反映的是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

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项目支出：反映的是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

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反映的是实行收入上缴办法的事业单位

按规定的定额或比例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经营支出：反映的是事业单位在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对下级单位补助支出：反映的是事业单位发生的用非财

政预算资金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