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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院发〔2020〕111 号 

——————————————————————————————————————————     
关于印发《惠州学院 2020 年财务综合预算方案》

的通知 
 

各单位： 

《惠州学院 2020 年财务综合预算方案》已经学校第 436 次校

长办公会审议，第 512 次党委会审定，第三届第二次教职工代表

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表决，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惠州学院 

2020 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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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学院 2020 年财务综合预算方案 

为全面加强预算管理工作，建立健全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

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政府会计制度》的规

定，结合我校“十三五”规划、省市共建、转型发展及事业发展

的需要和财力，参考 2019 年度我校预算执行情况，在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特制定本方案。 

一、财务预算编制的原则 

1.量力安排预算，重视资金效益。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在测

算收入、往年结转结余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安排年度支出。

提前谋划，认真论证项目支出，保证项目实施精准性，建立专项

资金支付跟踪问效机制，提高资金利用率。 

2.重点保障民生，坚持收支平衡。用足用够工资调整政策，

保证教职工收入逐年提高。在把握好学校整体资金总量的基础上，

按照预算编制标准合理编制收入，科学编制支出，有保有压、突

出重点，确保收支平衡，不搞赤字预算。 

3.厉行勤俭节约，优化支出结构。坚持过紧日子，反对铺张

浪费，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从严控制“三公”经费支出。继续加大对学科建设、平台建设、

教学改革、科研创新、人才引进、师资培养等内涵建设投入，保

障和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4.硬化预算约束，严肃预算管理。严格按照财经法规合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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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编制预算方案。以《预算法》为依据，按《政府会计制度》的

规定进行综合预算。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管理的严肃

性、权威性和预算执行的约束力。预算执行过程中如有变动，将

按照《预算法》和会计制度规定的程序进行相应调整。 

5.明确预算目标，强化绩效评价。构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体

系，努力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着力提高学校资源配置效率和资

金使用效益。设立预算目标，扩大预算绩效管理范围，实施 2019

年度“冲补强”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及学校整体资金绩效评价等评

价工作，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二、财务收入预算情况 

2020 年财务收入预算总额为 81,491.19 万元。包括： 

（一）财政补助收入预算 32,625.15 万元。包括： 

1. 省财政拨款预算 27,999.60 万元。其中：主要包括生均定

额 23,422 万元、离退休经费 1,819.83 万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及

助学金 1,287.00 万元、2020 年粤东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公费定

向培养教育经费 696 万元、世行贷款项目村小、教学点教师全科

教学能力提升培训项目 2020 年省配套资金 482.98 万元、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免学费补助 79.29 万元、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资助资

金 62 万元和建档立卡学生补助资金 150.50 万元。 

2.惠州市财政各类拨款预算 4,625.5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经费 3,740.01 万元、各类专项经费 885.54 万元。 

（二）教育事业收入预算 18,875.4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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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事业收入预算 2,000 万元。 

（四）经营收入预算 1,500 万元。包括：学生食堂、教工餐

厅、学术交流中心客房部。 

（五）省市共建专项经费收入预算 12,530.00 万元。 

（六）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补助专项资金预算 6,183 万元。 

（七）其他收入预算 1,112.98 万元。 

（八）上年结转 6,664.63 万元。 

三、财务支出预算情况 

根据 2020 年综合财务收入预算情况，2020 年可用于安排支

出的经费合计为 81,491.19 万元。包括: 

（一）人员经费预算 40,400.87 万元。包括： 

1.在职人员工资 29,829.60 万元；  

2.离退休人员工资 1,846.08 万元； 

3.新机制聘用人员工资 4,566.14 万元； 

4.合同制人员工资 2,231.00 万元； 

5.外教人员工资 1,832.40 万元； 

6.人员经费划拨至二级学院支付的临时聘用人员经费 25.99

万元； 

7.职工福利费 69.66 万元。 

（二）教学经费预算 11,206.63 万元。包括： 

1.教学改革经费 687.33 万元； 

2.专业建设经费 2,012 万元； 



— 5 — 

3.实践教学经费 1,666.97 万元； 

4.其他教学专项经费 394.91 万元； 

5.教辅经费 291.28 万元； 

6.两馆经费 303.25 万元； 

7.国际交流经费 292 万元； 

8.图书教学资源 720 万元； 

9.交响乐团演出经费 112.92 万元； 

10.世行贷款项目村小、教学点教师全科教学能力提升培训项

目 2020 年省配套资金 482.98 万元； 

11.仲恺信息学院 400.00 万元； 

12.惠东时尚创意学院 120.00 万元；  

13.学生专项经费 3,722.99 万元。 

（三）科研经费预算 3,490.54 万元。包括： 

东江大讲堂经费、学术交流经费、知识产权、贯标经费等。

详见《科研经费预算表（二级）》。 

（四）行政管理经费预算 2,982.96 万元。包括: 

1.行政机关各部门办公费和基本业务费 898.62 万元。详见

《2020 机关各部门办公及业务费预算表（三级）》。 

2.行政管理经费中的专项项目经费为 2,084.34 万元。详见

《2020 年行政管理经费预算表（二级）》。 

行政管理经费说明： 

（1）人员基数以人事处提供的人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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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关各部门办公费按机关各部门人数（含正式职工、机

关办公室聘用人员）确定，人均 2000 元； 

（3）专项经费：参考 2019 年机关各部门专项经费预算执行

情况，并根据学校财力和发展计划，按机关各部门申报项目的轻

重缓急予以安排。 

（五）人才引进经费 2,281.90 万元。详见《人才引进经费预

算表（二级）》。 

（六）条件建设经费 2,772.21 万元。详见《条件建设经费预

算表（二级）》。 

（七）后勤保障和基本建设经费 17,656.08 万元。详见《2020

年后勤保障和基本建设经费预算表（二级）》。 

（八）校长机动费预算 700 万元。 

四、预算执行的有关规定 

1.严明财经纪律，规范经费审批。各部门行政负责人应按照

《预算法》、《会计法》、《政府会计制度》等规定，认真履行职责，

并对其所管理经费开支的真实性、可靠性负法律责任。为此，要

求各部门行政负责人在审批经费开支时，应认真审核，做到报销

手续完整，票据合法。 

2.严格执行标准，控制开支范围。各部门应严格执行预算经

费的开支标准和范围，不得安排无预算、超预算、超标准和超范

围的财务开支。各部门应指定财务经办人、票据管理员统一办理

本单位范围内的财务收支、票据领用、核销等财务手续，并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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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收支和票据管理。 

3.强化预算管理，重视资金执行。为保证资金执行进度，2019

年结转资金必须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完成，其余资金则要

求在 2020 年度内支付完成，未按时完成支付将清理收回，并由学

校统筹安排资金使用。 

4.做好事前谋划，落实分配程序。学校预算下达给各职能部

门管理的待分配经费，各职能部门要及时提出经费使用方案，经

财务部门会稿签署意见后按规定程序报相关校领导审批。 

5.加强往来管理，及时清理挂账。加强财务收支管理，及时

结清财务挂支事项，出差挂支款必须在返校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办

理财务报销手续，其他业务挂支必须在一个月内办理财务报销手

续。  

五、预算调整 

年度预算经公布执行后，一般不予调整，如确需调整，可按

规定程序报批。预算调整事项主要涉及年度预算的追加（减）及

预算项目之间的资金转移。   

各单位需要进行预算调整时，应当将预算调整的原因、项目、

数额、措施及有关说明报财务处。财务处审查后，按规定程序上

报审议批准。未经批准，不得调整预算。 
                                                        

 
惠州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7月 6日印发 

 

校对人：李丽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