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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西北民族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所

民族高等学府，隶属于国家民委，是国家民委与教育部、国

家民委与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建院校，被甘肃省确定为高水平

大学建设单位。 

学校肇始于 1941 年在延安创建的民族学院，1950 年 8

月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第三部基础上正式成立西

北民族学院，2003 年 4 月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学校设有西

北新村校区、榆中校区和附属医院、附属中学、附属小学、

附属幼儿园，校园总面积 3000 余亩，总建筑面积 74 万平方

米，图书馆藏 400 万余册（含电子图书），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总值约 5 亿元。 

学校设有 25 个教学科研单位，涵盖经济学、法学、教

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

艺术学 11 个门类的 72 个本科专业，具备从本科到硕士、博

士、博士后，从全日制到成人教育的高等教育体系，面向全

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招生。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西北民族大学部门预算包括大学及

后勤集团、校医院、口腔医院等非独立法人核算单位的预算。

                                                             
 注：上述数据统计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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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公开表 1 

部门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94,547.03 一、教育支出 121,646.34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住房保障支出 5,500.2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四、事业收入 21,000.00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其他收入 11,170.00     

        

        

本年收入合计 126,717.03 本年支出合计 127,146.54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上年结转 429.51     

        

收 入 总 计 127,146.54 支 出 总 计 127,1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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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公开表 2 

部门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上年结转 

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

收入 

政府性基金

预算财政拨

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往来收入 其他收入 

使用非财

政拨款结

余 
金额 

其中：教育

收费 

  西北民族大学 127,146.54 429.51 94,547.03   21,000.00 15,500.00     11,170.00   

205  教育支出 121,646.34 429.51 89,846.83   21,000.00 15,500.00     10,370.00   

20502   普通教育 121,646.34 429.51 89,846.83   21,000.00 15,500.00     10,370.00   

2050205 高等教育 121,646.34 429.51 89,846.83   21,000.00 15,500.00     10,37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500.20   4,700.20           80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5,500.20   4,700.20           80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4,700.00   3,900.00           80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800.20   8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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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公开表 3 

部门支出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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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对下级单位补助支出 

  西北民族大学 127,146.54 105,971.03 21,175.51       

205  教育支出 121,646.34 100,470.83 21,175.51       

20502   普通教育 121,646.34 100,470.83 21,175.51       

2050205 高等教育 121,646.34 100,470.83 21,175.5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500.20 5,500.2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5,500.20 5,500.2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4,700.00 4,70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800.20 8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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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公开表 4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一、本年收入 94,547.03 一、本年支出 94,976.54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94,547.03   (一)教育支出 90,276.34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住房保障支出 4,700.20 

          

  

  

二、上年结转 429.51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429.5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94,976.54 支 出 总 计 94,9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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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公开表 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2020 年执行数 2021 年预算数 
2021 年预算数比

2020 年执行数 

2021 年预算数比 2020 年

执行数（扣除发改委基建） 

执行数 

扣除发改委

基建后执行

数 

年初预算数 扣除发改

委基建后

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增减额 增减（%）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西北民族大学 92,297.85  91,227.36 94,547.03 82,101.03 12,446.00 94,547.03 2,249.18 2.44% 3,319.67 3.64% 

205  教育支出 88,036.41  86,965.92  89,846.83 77,400.83 12,446.00 89,846.83 1,810.42 2.06% 2,880.91 3.31% 

20502   普通教育 88,036.41 86,965.92 89,846.83 77,400.83 12,446.00 89,846.83 1,810.42 2.06% 2,880.91 3.31% 

2050205 高等教育 88,036.41  86,965.92  89,846.83 77,400.83 12,446.00 89,846.83 1,810.42 2.06% 2,880.91 3.3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261.44 4,261.44 4,700.20 4,700.20   4,700.20 438.76 10.30% 438.76 10.3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4,261.44 4,261.44 4,700.20 4,700.20   4,700.20 438.76 10.30% 438.76 10.3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441.44 3,441.44 3,900.00 3,900.00   3,900.00 458.56 13.32% 458.56 13.32% 

2210203 购房补贴 820.00 820.00 800.20 800.20   800.20 -19.80 -2.41% -19.80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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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公开表 6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321.51  11.00  263.79 0.00  263.79 4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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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西北民族大学2021年收支总表的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西北民族大学所有收入和支出均

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

收入、其他收入、上年结转；支出包括教育支出、住房保障

支出。西北民族大学2021年收支总预算127,146.54万元。 

二、关于西北民族大学2021年收入总表的说明 

西北民族大学2021年收入预算127,146.54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94,547.03万元，占74.36%；事业

收入21,000.00万元，占16.52%；其他收入11,170.00万元，占

8.78%；上年结转429.51万元，占0.34%。 

三、关于西北民族大学2021年支出总表的说明 

西北民族大学 2021 年支出预算 127,146.54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105,971.03 万元，占 83.35%；项目支出 21,175.51

万元，占 16.65%。 

四、关于西北民族大学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的说明 

西北民族大学 2021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94,976.54 万

元。财政拨款收入包括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94,547.03 万元，

上年结转 429.51 万元；财政拨款支出包括教育支出 90,276.34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4,700.20 万元。 

五、关于西北民族大学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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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大学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

94,547.03 万元， 其中：教育支出 89,846.83 万元，占 95.03%；

住房保障支出 4,700.20 万元，占 4.97%。 

六、关于西北民族大学2021年“三公”经费支出表的说

明 

西北民族大学 2021 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 321.51 万

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11.0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263.79 万元，公务接待费 46.72 万元。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2021 年对西北民族大学项目支出全面实施绩效目标管

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2,446.00 万元，一级项目 6

个。同时，对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开展重点绩效

评价，涉及拨款 98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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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2021 年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实施单位 西北民族大学（教务处）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83.00 

    其中：财政拨款 983.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总体目标 

1.加强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建设，进一步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教材、教学方式方法、体制机

制创新等影响本科专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综合改革，推进六卓越一拔尖计划、四

新专业、课程思政、“强基行动”，强化内涵建设，加强各级各类教研项目建设，提高教育教

学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强化教学团队等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培育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成果； 

2.进一步加强实验实践教学建设，加大实验室开放项目，满足学生专业实习实践的需求，为学

生实习提供良好的平台； 

3.做好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进一步鼓励和支持在校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训练，参

加创新创业竞赛，提高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在创新基础上的创业能力的提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与项目建设的学生和教师人次 ≥1000 人次 

数量指标 实验实践教学项目 ≥100 项 

数量指标 建设创新创业教育项目 ≥50 项 

数量指标 教学质量提升项目 ≥150 项 

质量指标 
形成教育教学改革方案、制度案例、

软件或论文 
≥20 个/篇 

质量指标 项目按期结项率 ≥90%  

质量指标 项目覆盖本科专业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学生德智体美劳综合素养 全面发展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才培养质量 不断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师生抽样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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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是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

金。 

二、事业收入：是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

动所取得的收入。如学生学费、住宿费收入等。 

三、其他收入：是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和“事

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学校后勤服务、医院、口腔医

院收入等。 

四、上年结转：是以前年度安排、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

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高等教育（项）：

指开展教学活动，改善办学条件等方面的支出。 

八、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

金（项）：指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单位

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九、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

（项）：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用于住房改革方面的支出。中

央单位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政策规

定和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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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公”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

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

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

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

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