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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北方民族大学直属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是一所综合

性民族类普通高等院校。学校坐落在“塞上江南”——宁夏

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是我国唯一一所建立在民族自治区

的部委高校。学校前身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始建于 1984

年，2008 年更名为北方民族大学。学校为国务院学位办批

准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四个服务”的时代

使命，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

循高等教育规律，尊重民族高等教育特点，坚持为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服务、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办学宗旨，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校是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人才的重要基

地，是研究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重要基地，是传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基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宣传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展示我国民族政策和对外交流的

重要窗口。 

学校现有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56 个民族

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预科生共 2.2 万余人，少数民

族学生比例为 60%，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37 年来，学

校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近 6 万名优

秀人才，他们深谙民族文化传统，熟悉民族风俗民情，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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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地区安心工作，已经成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实践者，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者，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的弘扬和传播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

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捍卫者。 

学校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现有文学、理学、

工学、法学、历史学、管理学、经济学、艺术学、教育学、

医学 10 个学科门类的 76 个本科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等 9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MPA 等 9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

民族学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生态学等 17 个省部级

重点学科，其中有 3 个宁夏回族自治区一流学科（电子科学

与技术、数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 4 个

国家级特色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等 4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等 9 个省级优势特色专业；法学等 4

个省级重点建设专业；自动化等 7 个省级“十三五”重点专

业（群）；机械电子工程等 5 个省级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示范

专业；经济学等 14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有 1 个国

家级材料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化工技术基础等 8 个省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学校大力推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坚持培养和引进

并重，建设了一支质量较高、结构合理的专业人才队伍。现

有教职工 1400 余人，聘任院士两名，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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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获得荣誉称号 13 人次，其中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 1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3 人，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7 人，全国优秀教师 1 人，全国模范

教师 1 人；入选省部级人才项目及荣誉称号 180 余人次。 

学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围

绕、聚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开展科研攻关。加强与地方政府的交流合

作，加大校地校企的合作步伐，建立了依托地方、融入地方、

服务地方的合作办学、联合攻关机制，在服务社会中实现大

学使命和价值回归。近年来，学校承担各级各类纵、横向科

研项目 1165 项。在粉体材料与特种陶瓷、工业废弃物循环

再利用、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技术、生态移民及精准扶贫

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优势。建设了 1 个国家地方联

合工程研究中心、1 个示范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3 个

教育部/国家民委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8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

室、6 个省部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2 个自治区级创新（工

程）中心、3 个自治区协同创新中心、10 个省部级创新团

队，1 个自治区产学研合作基地、2 个宁夏新型高校智库，

1 个国家级“全国化工及机械基础科普基地”、1 个省部级

“电子科学与物理示范中心”科普基地。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积极开展国内外合作交流。学校与

合肥工业大学、华侨大学、北京大学等 14 所国内高校，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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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市人民政府、中卫市人民政府等 23 家地方政府及行政事

业单位，百度公司、宁夏共享集团等 18 家企业开展交流合

作并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学校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大力推进教育对外开放，2014 年成立国际教育学院，2015

年加入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先后与美国、法国、马来西亚等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 余所高校、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学

校积极推进留学生教育，通过举办中亚国家青年汉语班、宁

夏国际友城青年汉语班等，招收和培养汉语进修、学历教育

留学生 261 人次。 

学校扎实推进教育教学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实施

“思想政治教育+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劳动

教育”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建立以资源共享、兴趣驱动、

学科交叉、尊重个性、自主学习、自我管理为支撑的“创新

创业团队+创新创业实践+校企合作实践”三位一体实践平

台，形成了“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的良好局面。

学校被评为首批“宁夏回族自治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宁

夏回族自治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宁夏回族自治区双创示范

基地”，被教育部授予“全国首批百所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示范高校”，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评为第三批“全国

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被团中央授予“全国青年创业示范园”

称号。 

建校 37 年来，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铿锵步伐，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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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事业实现了高速发展。2000 年顺利通过教育部本

科教学合格评估。2004 年国家民委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签署

共建协议决定共建北方民族大学。2007 年在教育部本科教

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2011 年被教育部授予全国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50 强经验推广高校。2015 年国家民委和

教育部决定共建北方民族大学在内的 6 所委属高校，学校发

展迎来新的契机。2017 年学校获批为第七批国家级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2018 年获批为博士学位授予建设单

位，民族学获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标志着学校形成

了“学士、硕士、博士”完整的学位授权体系，办学层次和

办学水平迈上了新的台阶。学校办学条件优良，校园环境幽

雅，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部门绿化 400 佳单位”荣

誉称号，被银川市人民政府命名为“花园式单位”。近年来，

学校先后获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全国党建

工作标杆院系”“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校”“自治区

依法治校示范校”“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明校园”“银川市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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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预算报表及情况说明 

（一）北方民族大学 2021 年度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68,320.06 一、教育支出 89,909.06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

入 
  二、住房保障支出 3,241.00 

三、事业收入 16,500.00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其他收入 6,000.00      

本年收入合计 90,820.06  本年支出合计 93,150.06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   

上年结转 2,330.00     

收入总计 93,150.06  支出总计 93,150.06  

 

 

 

 



 

 9 

（二）北方民族大学 2021 年度收入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上年结转 本年收入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结转资金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 

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 

金额 其中：教育收费 

205   教育支出 89,909.06  2,330.00  2,330.00  87,579.06  65,720.06 16,100.00  11,600.00 5,759.00 

20502     普通教育 89,909.06 2,330.00 2,330.00  87,579.06 65,720.06 16,100.00  11,600.00  5,759.00 

2050205       高等教育 89,909.06 2,330.00  2,330.00  87,579.06  65,720.06  16,100.00  11,600.00  5,759.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241.00     3,241.00 2,600.00  400.00  400.00  241.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241.00     3,241.00  2,600.00 400.00  400.00  241.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750.00      2,750.00  2200.00 400.00  400.00  15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491.00     491.00 400.00   91.00 

  合计 93,150.06 2,330.00  2,330.00 90,820.06 68,320.06 16,500.00 12,000.00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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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方民族大学 2021 年度支出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5   教育支出 89,909.06  67,775.06 22,134.00  

20502     普通教育 89,909.06 67,775.06 22,134.00 

2050205       高等教育 89,909.06  67,775.06  22,134.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241.00  3,241.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241.00 3,241.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750.00  2,75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491.00 491.00   

  合计 93,150.06  71,016.06 22,134.00 

 

（四）北方民族大学 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    计 68,320.06 56,516.06 11,804.00 

205     教育支出 65,720.06 53,916.06 11,804.00 

20502         普通教育 65,720.06 53,916.06 11,804.00 

2050205           高等教育 65,720.06 53,916.06 11,804.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600.00  2,60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600.00 2,60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200.00 220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40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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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2020 年预算数 2021 年预算数 

合计 

因公出

国（境）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

接待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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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公务用

车购置

费 

公务用

车运行

费 

186.74 11.00 143.81   143.81 31.93 269.30 11.00 226.37 82.56 143.81 31.93 

   

  三、北方民族大学 2021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表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我校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

预算管理。我校 2021 年年初收支总预算 93,150.06 万元，其

中：上年结转 2,330.00 万元，本年预算收入 90,820.06 万元。

本年预算支出 93,150.06 万元。 

    （二）收入预算表说明 

    我校 2021 年预算收入 93,150.06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收入 68,320.06 万元，占总收入的 73.34%；事业收

入 16,500.00 万元，占总收入的 17.71%；其他收入 6,000.00

万元，占总收入的 6.44%；上年结转 2,330.00 万元，占总收

入的 2.5%。 

    （三）支出预算表说明 

我校 2021 年预算支出 93,150.0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71,016.06 万元，占总支出的 76.24%；项目支出 22,134.00 万

元，占总支出的 2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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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说明 

我校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68,320.06 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56,516.06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2.72%；

项目支出 11,804.00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7.28%。 

（五）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说明 

我校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269.3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11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 226.37 万元，公务接待费 31.93 万元。 

（六）“2021 年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情况 

1.项目概述及立项依据 

北方民族大学是我国唯一一所建立在少数民族自治区的

部委高校。学校牢牢把握党领导一切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对接“双一

流”建设抓机遇，结合校情实际谋发展，积极探索“双一流”

建设新路径，全面推进学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努力将学校

建设成为新时代有特色高水平现代民族大学。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64 号）和财政部、教

育部《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2017﹞126 号）文件精神。

通过对人才引进、团队建设、科研创新能力提升、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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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费投入，吸引高层次人才、外籍专家来校工作，围绕一

流学科和一级学科建设打造校级创新团队，提高人才队伍教

学科研和国际交流能力，通过加大投入和对标志性成果的激

励奖励，稳定现有的人才队伍，提升人才队伍质量。 

2.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北方民族大学实施。 

3.实施方案 

（1）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主要包括：“金专”建设

行动计划、“金课”建设行动计划、卓越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实验室建设水平提升行动计划。 

（2）师资队伍建设项目，主要包括人才引进及实施教师

能力提升培训计划。 

（3）提升自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主要包括：特色学

科促进计划、学位点建设提升计划、重点学科提升培育计划、

开放办学推进计划、学科建设管理及高等教育研究促进计

划。 

（4）文化传承创新项目，主要包括：文化育人工程、

文化传承创新与展示工程、“第二课堂”育人工程、“喜迎建

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工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理论研究等相关活动。 

4.实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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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为一年期项目。 

5.年度预算安排 

（1）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年度预算合计 145 万元。 

（2）师资队伍建设项目，年度预算合计 180 万元。 

（3）提升自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年度预算合计 265

万元。 

（4）文化传承创新项目，年度预算合计 210 万元。 

6.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2021 年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8]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项目属性 项目周期 1 年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00.00 

    其中：财政拨款 8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支持学校特色发展，引导中央高校合理定位，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一、吸引

高端人才来校。二、针对优势学科进行持续投入。三、对我校发展规划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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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学术会议、讲座、研讨会、竞赛等学术

活动 
≥10 次 

数量指标 八个 100 思政队伍活动 ≥10 次 

数量指标 承办（举办）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展演（场次） ≥3 次 

数量指标 支持学科数量 ≥11 个 

数量指标 教职工培训人次 ≥500 人次 

数量指标 邀请国内外专家 ≥10 人次 

质量指标 出版专著 ≥10 本 

质量指标 学科发展水平 显著提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 年 12 月 

成本指标 项目采购成本与社会平均成本比较 
≤社会平均

成本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加强学校在相关领域的学术地位。为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

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高层

次人才 

成效显著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社会能力和影响 显著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对环境影响 极小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年限 ≥5 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师抽样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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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学校通过国家民委从财政

部取得的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收入。 

    2.事业收入：指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

的收入。其中教育收费主要包括普通高中学费，普通高中住

宿费，高等学校学费，高等学校住宿费，高等学校委托培养

费，函授、夜大及短训班培训费和考试考务费等。 

    3.其他收入：指学校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

入。 

    4.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预算已开始执行但尚未完成、

本年仍需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支出科目 

    1.高等教育：反映国家民委直属高校的日常运行支出以

及为完成事业发展目标的项目支出。 

    2.住房保障支出 

    （1）住房公积金：反映学校按《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转发自治区房改领导小组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意见的通知》的规定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2）购房补贴：根据《银川市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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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化分配实施细则》的规定，向符合条件职工发放的用于

购买住房的补贴。 

    3.基本支出：为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有关事业发

展专项计划、专项业务费、大型修缮、大型购置等项目支出。 

（三）“三公”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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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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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