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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一)学校概况 

大连民族大学位于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隶属于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是全国 110 多所中央部属高校之一，是

国家唯一设在东北和沿海开放地区、以工科为主多学科协

调发展的民族高等学校，学校建设目标为高水平现代化综

合大学。学校现有开发区和金石滩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1600 多亩。学校 1984 年立项筹建，1993 年招生办学，是

国家民委、教育部、辽宁省政府、大连市政府共建高校。 

学校生物工程、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网络工程、电

子信息工程、应用化学、环境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会

计学等 9 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网络工

程、工业设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生物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环境工程、

行政管理、产品设计、新闻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自动化、

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建筑学、日语、信息与

计算科学、会计学、化学工程与工艺、食品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统计学、环境科学、经济学、视

觉传达设计等 27 个专业获批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建成 8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4 个专业在辽宁省排名

第一，6 个专业排名第二，14 个专业进入全省排名前 20%，

80%的专业居前 50%。学校 7 门课程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

课程，2 门课程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62 门课程

获批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获批组建电商学院、智能制造现



代产业学院 2 个省级产业学院。学校拥有生物工程、民族

学 2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拥有电子信息、国际商务、材料

与化工、生物与医药、林业、艺术等 6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点。拥有省部级重点学科 12 个，生物技术与资源利用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9 个，省部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2 个，省部级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1 个，

省部级产业技术研究院 1 个。拥有省部级重点人文社科研

究基地 7 个，省部级研究中心 2 个，省部级智库 2 个。学

校获批组建文冠果产业国家创新联盟，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2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项，全国教育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1 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1项，辽宁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3项、

二等奖 27 项。2006 年，学校被评为全国首批大学英语教

学改革示范学校，2007 年在教育部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

获得优秀，2010 年被批准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学校。

学校的本科创新教育、双语教学、课程教学国际化等特色

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建校以来，培养毕业生近 6 万人，

就业率连续 22 年保持在 90%以上。 

学校设有经济管理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生命科学学

院、外国语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设计学院、土

木工程学院、文法学院、理学院、预科教育学院、国际商

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物理与材

料工程学院、建筑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体育



教学研究部等 20 个教学科研单位，本科专业 58 个，涵盖

工、理、经、管、文、法、艺、农八大学科门类。学校面

向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招生，

56 个民族学生齐聚校园。学校现有教职工 1200 多人，专

任教师中有博士学位的占近 65%，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

近 95%。教师中拥有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国家民委领军人

才、国家民委教学名师、辽宁省优秀专家、辽宁省“兴辽

英才计划”领军人才、辽宁省教学名师等优秀人才 140 多

人次。 

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学校连续三次被国务院

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2010 年，

学校被教育部授予全国首批 50 所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

校之一。2015 年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示范高校”,2020 年再次获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

位”。近年来，学校还获得辽宁省高等学校先进党组织、

辽宁省文明校园、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

进集体、国家民委就业典型学校、辽宁省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工作先进单位、辽宁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学校等荣誉

称号。 

(二)师资队伍及在校学生情况 

大连民族大学现有教职工 1200 多人，专任教师中有

博士学位的占近 65%，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近 95%。教

师中拥有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国家民委领军人才、国家民委教

学名师、辽宁省优秀专家、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领军

人才、辽宁省教学名师等优秀人才 140 多人次。 

学校面向全国 31 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招生，预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各民族在校生 20184 人(其中本

科生 18473 人，硕士研究生 1339 人，预科生 372 人)，56

个民族学生齐聚校园。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学校部门决算反映我校(包括开发区校区、金石滩校

区)的经费收支情况。 

三、部门决算报表及情况说明 

(一)收支决算总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21 年收支总决算 84,384.33 万元，其中：上

年结转资金 7,595.59 万元，本年收入 76,788.74 万元，

本年支出 76,753.79 万元。 



 (二)收入决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21 年收入决算总额 76,788.74 万元，其中：财

政拨款 59,412.62 万元，占总收入的 77.37%；事业收入

14,676.52 万元，占总收入的 19.11%；其他收入 2,699.6万

元,占总收入的 3.52%。 

 (三)支出决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21 年支出决算总额 76,753.79 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61,478.71 万元，占总支出的 80.1%；项目支出

15,275.08 万元，占总支出的 19.9%。 

按支出功能分类：教育支出 72,471.25万元，占总支出

的 94.42%；住房保障支出 4,282.54万元，占总支出的 5.58%。 

 

 

 

 

 



 

 

 

 

 

 

 

(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为 60,267.87 万

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101.52 万元，其中： 

1.高等教育支出 57,289.87 万元，比上年减少 134.52

万元，减少 0.23%。其中基本支出 46,404.78万元,项目支出

比 10,885.09万元。 

2.住房公积金支出 1,860 万元，比上年减少 4.2%。 

3.购房补贴支出 1,118万元，比上年减少 3.62%。 

 

 

 

 

 

 

 

 

 



四、名词解释 

四、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指学校本年度通过国家民委从财

政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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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学费，高等学校住宿

费，高等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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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支出科目  

1.高等教育：反映大学教育支出，除国家民委通过财政

部拨付的科学技术支出外，学校取得的科研经费支出在本科

目中反映。 

2.住房公积金：反映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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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购房补贴：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学校向符合条件职

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