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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成都大学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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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成都大学

2022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基本职能

成都大学的主要职能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

化传承与创新。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政策，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和人文素养、系统的基础理论知

识、过硬的专业实践技能、突出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主要教育形式为全日制学历教育，以本科教育为主，

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适度举办专科教育。开展继续教育和留学

生教育。

学校设置工学、文学、教育学、艺术学、管理学、经济学、

法学、理学、医学、农学等学科门类，围绕国家、地方发展目标

和社会需求以及学校事业发展进行重点建设和结构调整。完善教

学管理体制，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标准，自主制订人才培养

方案，合理配置教学资源，科学实施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

学校面向国家需要、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企业技术革新

需求，开展科学研究、推动科技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鼓励学科交叉，推进协同创新，建设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创新团队

和科研平台，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科学研究氛围，提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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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自由。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倡导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反对和

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积极与国内外知名大学、研究机构建立长期

稳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不断扩大学校学术影响力。

学校充分发挥智囊团和思想库作用，发挥学科、人才、科技、

教育、医疗卫生等优势，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发挥满足地方人才

需求和科技成果输出的作用，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鼓励教学科研机构与政府、校外科研机构、企事业组织、社会团

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二）2022 年重点工作

1、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提高学校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发展、保落实

的能力。深化落实市委市政府 11号文件，全面推进学校建设发展

1+10个五年行动计划；落实《中国共产党普通高校基层组织工作

条例》，推进党建高质量提升五年行动计划，构建党建工作与业

务工作融合发展机制，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2、全力服务大运村运营各项工作。强统筹、补短板，将服务

大运村运营作为学校 2022 年首要重点工作抓紧抓好；持续开展

“我为大运做贡献”活动，精心筹备组织相关文化活动，动员全校

力量投入服务大运村建设和大运会筹备中，谋划大运村资产接收、

管理和运营工作，确保大运村资产会前管理、会中交接和会后运

营的过程管理。

3、继续推动人才战略。以“541”战略目标为导向，构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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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发展机制；创新机制、强化服务，大力引进领军人才和青年

博士，持续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育力度，力争实现国家级领军人才

引育的突破，制定并实施《成都大学领军人才引育专项实施方案》，

引育高层次人才百名以上，特聘人才 40名以上，汇聚一批活跃在

国内外学术前沿、服务成都发展所需的高端学术人才和创新团队，

有序优化人才梯度结构。

4、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出台激励措施，推进生物与医药产

业研究院建设。加速缩小临床医学、农学、化学、材料等学科与

ESI全球前 1%学科的差距，实现博士点培育学科全面达标，提升

新增加硕士点内涵水平；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力争实现

省以上教学成果奖 15个，一流专业建设、学生竞赛获奖、高质量

就业等取得新突破。

5、推进大学国际化。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实施一个学

院对接一个国际一流学科、一个大型企业机制，探索建设海外成

都学院，大力推进与政府、企业、高校等的合作。改革并完善科

研评价体系的考核机制，设立“成都大学国家级科研项目培育基

金”和“成都大学国家级科研平台培育基金”，组建一流科研创

新团队，培育高级别科研平台，推进科技成果在蓉转化。提升斯

特灵学院办学水平；申报筹建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成都牛

津布鲁克斯学院，实现西部地区零突破。建好来华留学示范基地，

实现留学生提质增量，打造“留学成都”品牌课程。筹建全球语言

教育测试中心，建设中文 HSK、英语雅思、剑桥领思和韩语 TO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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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集群。

6、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进一步细化新校区总体规划，编制《可

行性研究报告》，力争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继续推进 2号

实训楼项目；持续做好校内各场馆、实验室设施设备维护和运营；

推进智慧大运村建设，建设可提供多元化的物联网设备管理功能

的物联网管理平台，完善校园网络安全防控机制，加强网络安全

制度建设，迭代优化网络安全策略。推进国家众创空间建设。对

接成都市高品质科创空间和产业功能区，联合头部企业、代表性

双创载体，建设双创实践教学基地，筹建青少年创客中心。建设

以人为本、简约时尚、学术氛围浓厚的公园城市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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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成都大学本级预算属于成都大学下的二

级预算单位，属事业单位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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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成都大学 2022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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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88365.26万元。收入包括：一般

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收入 81277.50万元，上年结转 7087.76 万元；

支出包括：教育支出 86946.35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803.33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68.64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33.10万元、

农林水支出 3.84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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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成都大学本级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81277.50万元，

比 2021年预算数 74451.63 万元增加 6825.87 万元，增长 9.17%，

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根据市委、市政府加快学校推进特色鲜明、国

内一流的应用型城市大学建设的要求，加大对成都大学财政拨款

的投入。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教育（类）支出 80741.50 万元，占 99.34%；文化旅游体育

与传媒（类）支出 300.00万元，占 0.37%；卫生健康（类）支出

26.00万元，占 0.0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类）210.00万元，占

0.26%。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教育（类）普通教育（款）高等教育（项）预算数为 80741.50

万元，比 2021年预算数 46988.00万元，增加 33753.50万元，增

长 71.83%，变动的主要原因一是根据市委、市政府加快学校推进

特色鲜明、国内一流的应用型城市大学建设的要求，加大对成都

大学财政拨款的投入；二是 2021年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运

转经费、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育专项部分经费功能分类科目是其

他教育费附加，2022年调整为高等教育。主要用于工资奖金津补

贴、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办公经费、

会议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购置、委托业务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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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支出（款）其

他文化和旅游支出（项）预算数为 300.00 万元，比 2021 年预算

数增加 300.00万元，增长 100.00%，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新增市级

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该专项为天府文化研究与传播项目

300.00万元。主要用于咨询费、印刷费、专用材料费及租赁费。

3、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预算数为 26.00万元，与 2021年预算持平。主要用于培训费。

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类）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款）其

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项）预算数为 210.00 万元，比 2021 年预

算数增加 210.00万元，增长 100.00%，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新增会

展业发展专项资金，分别是国际会议业 CEO 峰会暨全球会议目

的地竞争力指数发布活动专项130.00万元和中国会展城市产业合

作峰会暨会展城市竞争力指数发布 80.00 万元。主要用于发布

《2021年中国城市会展业竞争力研究报告》、《全球会议目的地

竞争力指数报告》等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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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成都大学本级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37514.00万元，

其中：

人员经费 33514.00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

资福利支出、劳务费、其他交通费用、离休费、抚恤金、生活补

助、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公用经费 4000.00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

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租赁费、专用

材料费、专用燃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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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22 年预算未安排因公出国（境）经费，与 2021 年预算持

平。

（二）公务接待费

2022年预算安排 9.00万元，与 2021年预算持平。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成都大学本级核定车编 11辆，目前实际车辆保有量为 9辆。

2022年预算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9.00万元，与 2021

年预算持平。

2022年预算未安排公务用车购置经费，与 2021年预算持平。

2022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9.00万元。用于 11辆公务

用车（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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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及变化情况的说明

成都大学本级 2022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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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22 年预算收支及变化情况的总体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成都大学本级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

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其他收入、上年结转；支出包括：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农林水支出、商业服

务业等支出。成都大学本级 2022年收支总预算 137693.02万元，

比2021年预算数124577.15万元增加13115.87万元，增长10.53%，

变动的主要原因一是 2022 年根据市委、市政府加快推进特色鲜

明、国内一流的应用型城市大学建设的要求，成都大学本级财政

拨款较 2021年增加 6825.87万元；二是成都大学本级其他收入预

算较 2021年增加 5220.64万元，主要是新增社会化考试及培训和

从外单位取得的其他收入，另有中央支持地方高校专项资金

7000.00万元由原来的事业收入转编入其他收入，导致 2022年其

他收入预算较 2021年增加 12220.64万元，但不影响 2022年预算

总收支；三是成都大学本级事业收入预算较 2021年有所减少，上

年结转较 2021年有所增加，二者差额增加 1069.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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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22 年部门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成都大学本级 2022年收入预算 137693.02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81277.50万元，占 59.03%；事业收入 26768.97

万元，占 19.44%；其他收入 22220.64 万元，占 16.14%；上年结

转 7425.91万元，占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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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22 年部门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2年部门预算本年支出总计 137693.02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预算 73078.01万元，占 53.07%；部门项目支出预算 64615.01

万元，占 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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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成都大学本级 2022年履行一般学校行政部门、学院日常运转

而开支的机关运行经费，合计 4000.00万元。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2 年成都大学本级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17803.29 万元，其

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8275.73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2725.4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6802.16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2022年，成都大学本级共有车辆 9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6 辆、机要通信车 1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2 辆。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16台（套）。

2022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3辆，购置单位价值 200万元

以上大型设备 1台（套）。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2 年成都大学本级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19 个，涉及

预算 39188.1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26894.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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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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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学 2022年部门预算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成都市级财政拨款形成的收

入。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所取得的收入。为成都大学本级学费收入等。

（三）其他收入：指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财政

专户管理资金收入”、“事业收入”以外的收入。成都大学本级其他

收入主要是科研纵横向收入，社会化考试及培训收入；成都大学

附属医院其他收入是指利息收入、进修培训收入等。

（四）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

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教育（类）普通教育（款）高等教育（项）：用于普

通本科（包括研究生）教育支出。包含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基

础建设及维修改造、学生发展、学科建设、一流专业建设及科研

支出。

（六）教育（类）教育费附加安排（款）其他教育（项）：

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 2021

年结转成立“城市文化传播中心”专项。

（七）科学技术支出（类）基础研究（款）专项基础科研（项）：

反映用于专项基础科研方面的支出。

（八）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社会公益研究（项）：

反映从事卫生、劳动保护、计划生育、环境科学、农业等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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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专项科研方面的支出。

（九）科学技术支出（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科技成果

转化与扩散（项）：反映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应用、

推广和引导性支出，以及基本建设支出中用于支持企业科技自主

创新的支出。

（十）科学技术支出（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其他技术

研究与开发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技术研究

与开发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 2018年第二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

金预算专项。

（十一）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重大项目（款）重点研发

计划（项）：反映用于重点研发计划的有关经费支出。

（十二）科学技术支出（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

科学技术支出（项）：反映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中除以上各项外用

于科技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天府英才”工程专项资金、2021

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2021年第二批省级科技计

划项目资金预算、中央 2021年“三区”科技人才支持计划预算支

出等。

（十三）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支出（款）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文化

和旅游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上级部门下达天府文化研究与传播

专项支出。

（十四）卫生健康（类）公共卫生支出（款）重大公共卫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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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项）：反映重大疾病、重大传染病预防控制等重大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支出。主要用于基层卫生人员培训专项、成都大学 2021

年成都市医学科研重大公卫课题。

（十四）卫生健康（类）其他卫生健康支出（款）其他卫生健

康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用于卫生健康方面的支出。

主要用于 2021年学校禁毒防艾经费。

（十五）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业生产发展（项）：

反映用于耕地地力保护、适度规模经营、农机购置补贴、优势特

色主导产业发展、畜牧水产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等方面的

支出。主要用于 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计划专

项。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类）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款）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项）：反映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中除

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支出。主要用于上级部门下达设立的成都市

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中国会展城市产业合作峰会暨会展城市竞

争力指数发布项目支出。

（十七）基本支出：指为保证学校部门、学院正常运转，完成

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八）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事业发展目

标所发生的支出。如成都大学学科专业建设项目、成都大学提升

办学条件项目及创新创业专项等。

（十九）“三公”经费：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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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公务接待费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其中，因公出国（境）

经费是指学校为增进与外方学校的交流，发生的一系列出国（境）

费用，从而推动我校与国外高校间教师交流、学生交换和科研合

作的持续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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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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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费等支出。

（二十）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学校行政部门、学院的公用经费，

包括办公费及印刷费、邮电费、咨询费、劳务费、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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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2022年部门预算表



部门收支总表
部门：622001-成都大学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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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77.5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国防支出

四、事业收入 26,768.97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教育支出 136,274.11

六、其他收入 22,220.64 六、科学技术支出 803.33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68.64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33.10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十三、农林水支出 3.84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10.00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十三、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四、预备费

二十五、其他支出

二十六、转移性支出

二十七、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八、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九、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三十、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130,267.11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37,693.02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三十一、事业单位结余分配 

八、上年结转 7,425.91     其中：转入事业基金

三十二、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137,693.02 支  出  总  计 137,693.02



部门收入总表  

部门：622001-成都大学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合计 上年结转
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其他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补
收支差额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合    计 137,693.02 7,425.91 81,277.50 26,768.97 22,220.64

137,693.02 7,425.91 81,277.50 26,768.97 22,220.64

622001 成都大学 137,693.02 7,425.91 81,277.50 26,768.97 22,220.64



部门支出总表  

部门：622001-成都大学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类 款 项

合    计 137,693.02 73,078.01 64,615.01

137,693.02 73,078.01 64,615.01

成都大学 137,693.02 73,078.01 64,615.01

205 02 05 622001  高等教育 131,453.80 73,078.01 58,375.79

205 99 99 622001  其他教育支出 4,820.31 4,820.31

206 02 06 622001  专项基础科研 90.06 90.06

206 03 02 622001  社会公益研究 8.37 8.37

206 04 04 622001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247.15 247.15

206 04 99 622001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75.94 75.94

206 09 02 622001  重点研发计划 151.59 151.59

206 99 99 622001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230.22 230.22

207 01 99 622001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368.64 368.64

210 04 09 622001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28.10 28.10

210 99 99 622001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5.00 5.00

213 01 22 622001  农业生产发展 3.84 3.84

216 99 99 622001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10.00 210.00



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部门：622001-成都大学 金额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合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基
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一、本年收入 81,277.50 一、本年支出 88,365.26 88,365.26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81,277.50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外交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国防支出

二、上年结转 7,087.76  公共安全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7,087.76  教育支出 86,946.35 86,946.35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科学技术支出 803.33 803.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68.64 368.6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33.10 33.10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3.84 3.84

   交通运输支出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10.00 210.00

   金融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其他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部门：622001-成都大学

项    目

总计

市级当年财政拨款安排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安排

类 款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    计 88,365.26 81,277.50 81,277.50 37,514.00 43,763.50

88,365.26 81,277.50 81,277.50 37,514.00 43,763.50

 成都大学 88,365.26 81,277.50 81,277.50 37,514.00 43,763.50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70,891.68 70,036.80 70,036.80 36,094.00 33,942.80

505 01 622001     工资福利支出 36,151.20 36,093.72 36,093.72 31,073.72 5,020.00

505 02 622001     商品和服务支出 34,740.48 33,943.08 33,943.08 5,020.28 28,922.80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11,252.41 5,079.53 5,079.53 5,079.53

506 01 622001     资本性支出（一） 6,432.10 5,079.53 5,079.53 5,079.53

506 02 622001     资本性支出（二） 4,820.31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011.17 5,951.17 5,951.17 1,420.00 4,531.17

509 01 6220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509 02 622001     助学金 2,585.02 2,585.02 2,585.02 2,585.02

509 05 622001     离退休费 80.00 80.00 80.00 80.00

509 99 622001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3,226.15 3,166.15 3,166.15 1,220.00 1,946.15

  其他支出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599 99 622001     其他支出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市级当年财政拨款安排 省级提前通知专项转移支付等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安排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金额单位：万元

上年结转安排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安排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 上年应返还额度结转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7,087.76 7,087.76 7,087.76

7,087.76 7,087.76 7,087.76

7,087.76 7,087.76 7,087.76

854.88 854.88 854.88

57.48 57.48 57.48

797.40 797.40 797.40

6,172.88 6,172.88 6,172.88

1,352.57 1,352.57 1,352.57

4,820.31 4,820.31 4,820.31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部门：622001-成都大学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合计

工资福利支出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 奖金

伙食补
助费

绩效工资
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

职业年金
缴费

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

缴费

公务员
医疗补
助缴费类 款 项

合    计 88,365.26 8,714.60 254.97 11,202.28 1,891.00 700.00 750.00

88,365.26 8,714.60 254.97 11,202.28 1,891.00 700.00 750.00

成都大学 88,365.26 8,714.60 254.97 11,202.28 1,891.00 700.00 750.00

205 02 05 622001  高等教育 82,126.04 8,714.60 254.97 11,144.80 1,891.00 700.00 750.00

205 99 99 622001  其他教育支出 4,820.31

206 02 06 622001  专项基础科研 90.06 8.45

206 03 02 622001  社会公益研究 8.37 0.41

206 04 04 622001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247.14 19.51

206 04 99 622001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75.94 5.45

206 09 02 622001  重点研发计划 151.59 16.93

206 99 99 622001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230.23 6.73

207 01 99 622001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368.64

210 04 09 622001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28.10

210 99 99 622001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5.00

213 01 22 622001  农业生产发展 3.84

216 99 99 622001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10.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其他社会
保障缴费

住房公积金 医疗费
其他工资
福利支出

办公费 印刷费 咨询费 手续费 水费 电费 邮电费 取暖费 物业管理费 差旅费
因公出国
（境）费

用

维修
（护）费

1,130.00 1,992.35 9,516.00 411.00 1,294.18 311.25 4.92 368.38 2,694.96 180.07 1,649.89 1,087.73 40.00 2,416.80

1,130.00 1,992.35 9,516.00 411.00 1,294.18 311.25 4.92 368.38 2,694.96 180.07 1,649.89 1,087.73 40.00 2,416.80

1,130.00 1,992.35 9,516.00 411.00 1,294.18 311.25 4.92 368.38 2,694.96 180.07 1,649.89 1,087.73 40.00 2,416.80

1,130.00 1,992.35 9,516.00 399.16 1,142.83 215.25 4.92 368.38 2,694.96 180.07 1,649.89 962.01 40.00 2,416.80

11.55 10.69

0.48 0.96

0.90 18.09 13.54

2.60 11.34

22.00 12.00

10.93 25.19

10.00 84.00 96.00 52.00

1.70

0.9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租赁费 会议费 培训费
公务接
待费

专用材料费
被装购
置费

专用燃
料费

劳务费 委托业务费 工会经费 福利费
公务用
车运行
维护费

其他交通
费用

税金及附
加费用

其他商品和
服务支出

离休费

757.76 279.42 830.58 9.00 2,270.59 5.06 4,479.70 1,031.10 700.00 50.00 9.00 202.98 260.00 13,396.11 80.00

757.76 279.42 830.58 9.00 2,270.59 5.06 4,479.70 1,031.10 700.00 50.00 9.00 202.98 260.00 13,396.11 80.00

757.76 279.42 830.58 9.00 2,270.59 5.06 4,479.70 1,031.10 700.00 50.00 9.00 202.98 260.00 13,396.11 80.00

755.76 270.61 804.32 9.00 1,983.72 5.06 4,305.10 986.22 700.00 50.00 9.00 196.48 260.00 13,341.98 80.00

3.14 30.98 11.51 10.72 2.02

3.17 2.59 0.51

0.13 92.31 41.50 11.05 20.11

1.17 19.67 22.96 1.10 3.00

48.66 30.00 13.00 6.00

1.50 0.13 63.08 33.90 7.30 3.50 17.40

2.00 3.00 29.00 30.64 3.00

26.00 2.10

1.50 1.80

1.20 1.7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转移性支出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退休费
退职

（役）费
抚恤金 生活补助 救济费

医疗费
补助

助学金 奖励金
个人农业
生产补贴

代缴社会
保险费

其他对个
人和家庭
的补助

不同级政府
间转移支付

国内债
务付息

国外债
务付息

国内债务
发行费用

国外债务
发行费用

85.00 35.00 2,585.02 3,226.15

85.00 35.00 2,585.02 3,226.15

85.00 35.00 2,585.02 3,226.15

85.00 35.00 2,585.02 3,166.15

60.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债务还本支出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资本性支出

国内债务
还本

国外债务
还本

房屋建筑物
购建

办公设备
购置

专用设备
购置

基础设施
建设

大型修缮
信息网络
及软件购
置更新

物资储备
公务用车

购置
其他交通
工具购置

文物和陈
列品购置

无形资产
购置

其他基本
建设支出

房屋建筑
物购建

4,820.31 480.00

4,820.31 480.00

4,820.31 480.00

480.00

4,820.3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资本性支出

办公设备
购置

专用设备
购置

基础设
施建设

大型修缮
信息网络
及软件购
置更新

物资储备 土地补偿
安置补

助

地上附着
物和青苗

补偿
拆迁补偿

公务用车
购置

其他交通
工具购置

文物和陈
列品购置

无形资产
购置

其他资本性
支出

304.59 4,157.21 708.11 782.19

304.59 4,157.21 708.11 782.19

304.59 4,157.21 708.11 782.19

304.59 4,054.74 708.11 782.19

1.00

0.25

30.00

8.66

3.00

0.57

59.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对企业补助（基本
建设）

对企业补助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其他支出

资本金
注入

其他对企
业补助

资本金
注入

政府投资
基金股权

投资
费用补贴

利息补
贴

其他对企
业补助

对社会
保险基
金补助

补充全国
社会保障

基金

对机关事业
单位职业年
金的补助

国家赔偿
费用支出

对民间非营利
组织和群众性
自治组织补贴

经常性
赠与

资本性赠与 其他支出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部门：622001-成都大学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合    计 37,514.00 33,514.00 4,000.00

37,514.00 33,514.00 4,000.00

622001 成都大学 37,514.00 33,514.00 4,000.00

505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36,094.00 32,094.00 4,000.00

505 02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0.28 1,020.28 4,000.00

505 01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1,073.72 31,073.72

509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420.00 1,420.00

509 01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120.00 120.00

509 99 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1,220.00 1,220.00

509 05 50905   离退休费 80.00 80.00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部门：622001-成都大学 金额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金额

类 款 项

合    计 50,851.26

50,851.26

成都大学 50,851.26

 高等教育 44,612.03

205 02 05 622001   成都大学提升办学条件专项 6,483.51

205 02 05 622001   偿还BOT专项 480.00

205 02 05 622001   川抗所补助经费 2,000.00

205 02 05 622001   科研专项 714.88

205 02 05 622001   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育专项 5,060.00

205 02 05 622001   学生奖助专项 1,343.38

205 02 05 622001   创新创业活动专项 359.09

205 02 05 622001   代编运转项目 16,830.22

205 02 05 622001   党员培训经费 30.00

205 02 05 622001   公务接待费 9.00

205 02 05 622001   2022年市本级党员教育培训经费 102.00

205 02 05 622001   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运转经费 3,000.00

205 02 05 622001   高校奖助学金专项 731.00

205 02 05 622001   一流学科专业建设 1,680.90

205 02 05 622001   成都大学学科专业建设专项 1,000.00

205 02 05 622001   教师素质提升培训专项 344.50

205 02 05 622001   教学网络设备购置及维护 3,059.02

205 02 05 622001
  6226010208-2021年预下达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
革发展资金预算

38.87

205 02 05 622001
  6226010812-2021年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
资金

152.56

205 02 05 622001   BM20210602135-科研条件提升 23.87

205 02 05 622001
  ZX20210804999-成都大学与韩国嘉泉大学合作
举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教育项目

300.00

205 02 05 622001   ZX20210805000-成都大学斯特灵学院 788.15

205 02 05 622001
  6226011222-2021青少年校园足球及学校体育发
展资金

81.08



 其他教育支出 4,820.31

205 99 99 622001   zx2019008445-成立“城市文化传播中心” 4,820.31

 专项基础科研 90.06

206 02 06 622001
  6226011227-根据成财教发[2021]17号文，下达
2021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

30.03

206 02 06 622001
  6226010055-根据成财教[2018]48号文，下达
2018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

3.80

206 02 06 622001
  6226010066-根据成财教[2018]118号文，下达
2018年第二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

3.09

206 02 06 622001
  6226010103-根据成财教发[2020]34号，下达
2020年省级第一批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

53.14

 社会公益研究 8.37

206 03 02 622001
  6226010094-根据成财教发[2019]44号文，下达
2019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四川创新团队建
设专项资金预算

0.38

206 03 02 622001
  6226010104-根据成财教发[2020]70号文，下达
2020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四川创新团队建
设专项资金预算

7.99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247.15

206 04 04 622001
  6226011227-根据成财教发[2021]17号文，下达
2021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

55.05

206 04 04 622001
  ZX20210703279-市政污泥减量化处理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

10.00

206 04 04 622001
  ZX20210803756-成都2021大运会密集人群风险
防控平台研发及应用示范

50.00

206 04 04 622001
  ZX20210803706-天然植物提取物在川味香肠中
的抗氧化及其功能性研究

7.83

206 04 04 622001
  ZX20210803709-川菜肉类菜肴工业化及其风味
衰减调控技术研究

6.89

206 04 04 622001
  ZX20210803711-真空预冷气调保鲜包装野生菌
及其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6.66

206 04 04 622001
  ZX20210805350-肺毒清颗粒治疗病毒性肺炎的
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研究

4.75

206 04 04 622001
  ZX20210805399-钙硅基生物活性材料仿生矿化
牙釉质在预防儿童早期龋齿中的应用研究

4.76

206 04 04 622001
  ZX20210805317-“大运村”厨余垃圾就地无害
化处理利用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47.90

206 04 04 622001

  BM20210101847-成都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
市级第三批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项目经费预算
的通知（“一带一路”背景下羌族图样之产品设计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等

2.06

206 04 04 622001

  BM20210101848-成都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
市级第四批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项目经费预算
的通知（新型肉菇天然复合颗粒调味料开发的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等）

0.03



206 04 04 622001
  BM20210101849-关于下达2017年市级第四批应
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项目经费预算的通知（成都
市属科研院所科研设备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等）

0.10

206 04 04 622001
  ZX202006238657-基于转录组学的川产道地药材
治疗关节炎药效物质发现与作用机制研究

0.48

206 04 04 622001
  ZX202006238659-鲫鱼亚临界温度下保活贮运技
术研究

3.10

206 04 04 622001   ZX202007299636-低空无人机智能防控系统 1.87

206 04 04 622001
  ZX202007299639-成都市畜产品食品安全科普基
地

10.44

206 04 04 622001
  ZX202007299655-基于代谢组学的苦荞叶发酵制
品的研发及其品质评价

0.55

206 04 04 622001
  ZX202007299661-即食性川味腌腊肉低温保鲜技
术研究与应用

3.02

206 04 04 622001   ZX202007309679-成都大学CC国家众创空间 19.25

206 04 04 622001
  ZX202007309702-牛皮无铬化精深加工技术的研
究及应用

0.98

206 04 04 622001
  ZX202008039703-基于物联网的古建筑群级危房
智能监控系统

5.04

206 04 04 622001
  ZX2020081135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背景下成
都科技创新路径研究

0.98

206 04 04 622001
  ZX20200811356-废旧新能源汽车电池回收处理
产业发展政策研究

0.63

206 04 04 622001
  ZX20200811396-成都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科技
支撑体系研究

1.17

206 04 04 622001
  ZX20200812008-特高压输电线路舞动及预警研
究

3.62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75.94

206 04 99 622001
  6226010055-根据成财教[2018]48号文，下达
2018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

5.83

206 04 99 622001
  6226010066-根据成财教[2018]118号文，下达
2018年第二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

1.62

206 04 99 622001
  6226010095-根据成财教发[2019]67号，下达
2019年第四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

68.49

 重点研发计划 151.59

206 09 02 622001
  6226011227-根据成财教发[2021]17号文，下达
2021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

137.66

206 09 02 622001
  6226010103-根据成财教发[2020]34号，下达
2020年省级第一批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

13.93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230.22

206 99 99 622001   6226010041-“天府英才”工程专项资金 100.00

206 99 99 622001
  6226011227-根据成财教发[2021]17号文，下达
2021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

38.50

206 99 99 622001
  6226011229-根据成财教发[2021]125号文，下
达2021年第二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

30.00



206 99 99 622001
  6226011228-根据成财教发[2021]116号文，下
达中央2021年“三区”科技人才支持计划预算

38.00

206 99 99 622001
  6226010055-根据成财教[2018]48号文，下达
2018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

0.06

206 99 99 622001
  6226010086-根据成财教[2019]35号文，下达
2019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应用基
础研究计划项目）

2.51

206 99 99 622001
  6226010087-根据成财教[2019]35号文，下达
2019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

2.41

206 99 99 622001
  6226010089-根据成财教[2019]81号文，下达
2019年第二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创新基地
（平台）和人才计划）预算

0.10

206 99 99 622001
  6226010102-根据成财教发[2019]96号，下达中
央2020年“三区”科技人才支持计划预算

0.13

206 99 99 622001
  6226010103-根据成财教发[2020]34号，下达
2020年省级第一批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

6.95

206 99 99 622001
  6226011108-根据成财教发[2020]124号文，下
达2020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预算

11.42

206 99 99 622001
  BM20210101837-根据成财教[2017]101号文，下
达中央2017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

0.13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368.64

207 01 99 622001   天府文化研究与传播 300.00

207 01 99 622001
  6226011227-根据成财教发[2021]17号文，下达
2021ZX20210603081-天府文化研究和文创课题

68.64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28.10

210 04 09 622001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卫生人员培训专项
(成都大学）

26.00

210 04 09 622001

  ZX20210805370-成都大学2021年成都市医学科
研重大公卫课题（1.谷氨酰胺降解在糖尿病心肌病
中...；2.补阳还五汤...;3.基于“肺与大肠相表里
”理论治疗大鼠溃疡性结肠炎...）

2.10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5.00

210 99 99 622001   6226011202-2021年学校禁毒防艾经费 5.00

 农业生产发展 3.84

213 01 22 622001
  6226010033-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重大技术协同
推广计划

3.84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10.00

216 99 99 622001
  2022国际会议业CEO峰会暨全球会议目的地竞争
力指数发布活动

130.00

216 99 99 622001
  2022中国会展城市产业合作峰会暨会展城市竞
争力指数发布

80.00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部门：622001-成都大学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科目）

当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

合计
因公出国（境）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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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18.00 9.00 9.00 9.00

18.00 9.00 9.00 9.00

622001  成都大学 18.00 9.00 9.00 9.00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部门：622001-成都大学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    计

 

说明：本部门2022年无政府性基金支出，本表无数据。



政府性基金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部门：622001-成都大学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科目）

当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

合计
因公出国（境）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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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说明：本部门2022年未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三公”经费支出，本表无数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  

部门：622001-成都大学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    计

 

说明：本部门2022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本表无数据。



项目支出绩效表
部门：622001-成都大学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指标方向性

622001-成
都大学

51010021T0
0000011403
8-成都大学
提升办学条
件专项

6,828.47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一流专业立项省内排名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名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省级一流课程 ＝ 2 万元/个 3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校园网络及办公软件正版
化可持续使用时间

≥ 1 年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暑期国际小学期课程完成
时间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学生宿舍空调维护台数 ＝ 4858 台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斯特灵学院招生人数 ≥ 240 人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危废转运次数 ＝ 2 次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助资金按时划拨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中外合作办学招生人数 ≥ 310 人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2022年春季、秋季学期人

才培养方案教学任务按时
开出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校内体育比赛 ＝ 10 项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双师型”教师认定人数 ＝ 40 人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7位职工获得学历认证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名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国家级一流专业个数 ≥ 8 个 4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网络带宽及使用是否满足
师生用户的需求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3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高校学习借鉴，高效运行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助出版 定性 优良中低差 项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校内体育比赛经费 ＝ 29 万元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新生奖助学金 ＝ 5000 元/人 2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逐步提升学校排名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暑期国际小学期学习总人
数

≥ 1800 人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省级一流专业 ＝ 30 万元/个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学生宿舍空调租赁成本 ＝ 538 元/套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文献资源采购支撑学校教
学科研需求

＝ 100 %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省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
骨干研修培训预计报销进

修完成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 10 项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保障实验室中仪器设备的
正常运行

＝ 100 %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中外合作办学课程开出率 ＝ 100 %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国家级一流课程数量 ＝ 5 门 4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证实验、实训有序进
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4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持续推进文献资源建设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师生满意度 ≥ 95 % 3 正向指标

51010021T0
0000011405

4-偿还BOT
专项

70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学生宿舍问题 ＝ 3500 名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师生满意度 ≥ 90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债务偿还率（%） ＝ 100 %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偿还bot项目 ≤ 700 万元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成都大学学生宿舍达到学
生入住条件的率达标

＝ 100 %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与成都紫光有限责任
公司的协议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保证成大十陵校区学生宿
舍收费

＝ 4 座 15 正向指标



622001-成
都大学

51010021T0
0000011407
8-川抗所补
助经费

2,00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金投入率 ＝ 100 % 1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川抗所经费 ＝ 2000 万元 13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川抗所职工满意度 ≥ 90 % 13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高素质人才引进工作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13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工作人员年度工作考核合
格率（%）

＝ 80 % 1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划拨及时率 ＝ 100 % 1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持在职职工作正常运转 ≥ 200 人 12 正向指标

51010021T0
0000011409
5-科研专项

10,649.0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加强校地、校企合作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2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社科基础研究，提升

社科科研水平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社科科研平台建设 ＝ 470 万元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成果转化与产业服务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持续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校青年基金配套 ＝ 2.6 万元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按计划配套国家基金项目
经费准确率

＝ 100 % 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科研教师满意度 ≥ 90 %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10篇及以上中文核心期刊 ＝ 100 %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公平公正的开展相关遴选
及评选工作

＝ 100 %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建科研团队 ≥ 1 个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课程思政基金专项 ＝ 12.4 万元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 ＝ 100 %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新增知识产权授权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举办学术会议、科学普及
、专家讲座

≥ 15 场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加全国性学术交流会 ＝ 1 次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省部级平
台每年资助经费

＝ 20 万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奖申
报数量

≥ 350 项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成果获得政府肯定性批示
或采纳、软件著作权获得
≥14项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营造学术氛围，加强科研
合作与交流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学术论文 ≥ 35 篇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加省级学术交流会 ＝ 1 次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申报自科国家级项目数量 ≥ 20 项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及时拨付项目配套经费 ＝ 100 % 2 正向指标

51010021T0
0000011420
7-高层次人
才引进和培
育专项

5,06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引进人才完成时间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专任教师博士比例 ＞ 50 % 8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特聘教授 ＝ 8 人 8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生师比 定性 高中低 % 6 正向指标



622001-成
都大学

51010021T0
0000011420

7-高层次人
才引进和培

育专项

5,060.0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特聘学者 ＝ 25 万元/个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引进特聘（副）研究员 ＞ 30 人 6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师生满意度 ≥ 90 % 8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引进名誉院长 ＞ 5 名 8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引进青年博士 ＞ 100 人 7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特聘研究员、副研究员 ＝ 30 万元/个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引进高端外专 ＞ 10 人 6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师资队伍综合实力 定性 优良中低差 8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引进特聘学者 ＞ 10 人 7 正向指标

51010021T0

0000011533
5-学生奖助
专项

1,343.38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师生满意度 ≥ 95 %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完成运动员奖学金发放 ＝ 100 %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研究生新生奖学金 ＝ 15 人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奖学金及时足额发放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6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 ≥ 95 %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高水平运动员人数 ＝ 53 人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学校奖学金 ＝ 3893 人 2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打造四川省有影响力的的

足球队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扩大学校的国际影响力，
扩大留学生规模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家庭负担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学生政策知晓率 ＝ 100 %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非艺术类留学生奖学金准

确发放率
＝ 100 %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临时生活困难补助标准 ＝ 2000 元/人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届本科生考研奖学金 ＝ 1140 人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成都足球学院奖学金发放 ＝ 378000 元 4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促进成都大学体育学院足
球队发展，为校争光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本科生新生奖学金 ＝ 300 人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 994 人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学生慰问补助 ＝ 600 人 2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留学生规模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研究生学校奖学金标准 ＝ 3000 元/人 5 正向指标

51010021T0
0000011791
6-创新创业
活动专项

38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就业率高于全省平均值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学生社团校内大型活动 ≥ 2 次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学生社团获奖数量 ≥ 2 项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创编作品 ≥ 1 件 3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学生社团特色活动延续发
展，品牌效益提升，可持
续效果增强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 ＝ 1000 元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3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营造
良好校园文化氛围，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级项
目资助覆盖率

＝ 100 %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学生社团活动项目报账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3 正向指标



622001-成
都大学

51010021T0

0000011791
6-创新创业

活动专项

38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公开发
表论文数

＝ 50 篇 3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校园双创文化氛围环境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
课时费

＝ 500 元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对外交流演出场次 ≥ 1 次 3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学生社团指导教师满意度 ≥ 85 %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院士、全国知名专家课时
费

＝ 1500 元 2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本科生学科竞赛项目立项
数

≥ 55 项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学生社团校内大型活动顺

利举行
＝ 100 %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学生社团立项数量 ≥ 85 项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本科生参加比赛获奖数 ＝ 10 项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高雅艺术讲座 ≥ 1 场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创新和创业项目立项省级
数

＞ 80 项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学生社团活动立项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创新和创业项目立项校级
数

≥ 150 项 3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校内学生活动开展数，提
升学生创新能力

＝ 80 项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
项目资助覆盖率

＝ 100 %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公开发

表专利及著作权数
＝ 20 项 3 正向指标

51010022T0
0000033626

6-2022年市
本级党员教

育培训经费

102.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培训课程完成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培训成本 ≤ 102 万元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扩大成都大学非学历教育
品牌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人数 ≥ 300 人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市委组织部和参培学员满
意度

≥ 90 % 2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继续承接高端培训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训考勤签到率 ＝ 100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训专题覆盖率 ＝ 100 % 10 正向指标

51010022T0
0000033981
3-成都大学
中国东盟艺
术学院运转
经费

3,00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表期刊及论文完成率 ＝ 100 %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艺术/学术交流活动完成
率

＝ 100 % 7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高端人才引进 ＝ 5 人 7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按每个项目的预算执行 ≥ 95 % 6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师生满意度 ≥ 95 % 7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扩大中国-东盟艺术学院
国际知名度

定性 优良中低差 6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学生学习稳定率 ≥ 90 % 7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艺术/学术交流活动 ＝ 30 场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每个项目的预算执行 ≥ 95 %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表期刊及论文 ＝ 25 篇 8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高端人才引进完成率 ＝ 100 %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版专著 ＝ 15 本 6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大
型文艺活动的开展。学院
的高水平建设、多样化的
学科建设，精深的专业探
索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计划时间开展和实施项
目执行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6 正向指标

51010022T0
0000034701
4-高校奖助
学金专项

731.0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人均每
年资助标准

＝ 6000 元 5 正向指标



622001-成
都大学

51010022T0
0000034701
4-高校奖助
学金专项

73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政策知晓率 ＝ 100 %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每生每
年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元 6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家庭负担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7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学生受助成效 定性 优良中低差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准
确率

＝ 100 %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本专科国家助学金每年资
助标准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元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本专科国家助学金 ＝ 12496 人次 6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对学生的资助和奖励，确
保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成
长成才

＝ 100 %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本专科国家助学金准
确率

＝ 100 %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 994 人次 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助学生满意度 ≥ 95 %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准

确率
＝ 100 % 7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 2486 人次 6 正向指标

51010022T0

0000035001
2-社会化考

试及培训

1,753.76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按送培单位要求完成培训
考试要求

≥ 90 % 12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送培单位、学员满意度 ≥ 95 %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扩大成都大学非学历教育
知名度

≥ 90 %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培训和考试项目成本支出 ≤ 1851.76 万元 12 反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培训和考试为学校创收 ≥ 553.31 万元 1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年度目标 定性 优良中低差 1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人次（含线上） ≥ 10 万人次 12 正向指标

51010022T0
0000041691
6-一流学科
专业建设

1,70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硕士报考第一志愿数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1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公开发表论文级别 定性 优良中低差 篇 1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优先培育”人文类博士

点1个，200万/个
≥ 200 万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助资金按时划拨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1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优先培育”类博士点培
育数

≥ 4 个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提升学校办学层次和声誉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12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师生满意度 ≥ 95 % 1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优先培育”理工类博士
点3个，500万/个

≥ 1500 万 10 正向指标

51010022T0
0000042759
4-成都大学
学科专业建
设专项

1,00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研究生质量持续提升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4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2023级自命题严谨，规范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4 正向指标



622001-成
都大学

51010022T0
0000042759
4-成都大学
学科专业建
设专项

1,000.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师生满意度 ≥ 95 %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研究生实践经费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元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研究生考试复试

及拟录取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021级专业学位研究生人
数

＝ 703 人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校级实践基地建设数 ≥ 10 个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学科建设运行费 ＝ 11.96 万元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并实施研究生招生考
试初试

＝ 7500 人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纸质图书采购 ＝ 9 万册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硕士点内涵建设 ＝ 9 个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研究生教学督导次数 ≥ 10 次 3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提升学校办学层次和声誉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研究生导师培训 ≥ 700 人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自命题命题数量 ＝ 30 门 3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通过文献资源建设，保障
学校科研和教学的正常开

展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在校研究生人数 ≥ 2000 人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自命题阅卷标准 ＝ 20 元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学位点建设项目按时完成
经费划拨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研究生论文评审费 ＝ 800 元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自命题试卷准确，遵行保
密流程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4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硕士报考第一志愿数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4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研招知名度提升，一志愿

报考人数稳定增长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4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研究生入学考试考前
审核，考场布置等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招生计划完成率 ＝ 100 %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高质量论文 定性 优良中低差 篇 2 正向指标

51010022T0
0000477306
0-教师素质
提升培训专
项

344.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教师培训需求满足率 ≥ 80 % 8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教师和校园长本地培训 ＝ 400 人 8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带动其他思政教师提高教
学科研水平

定性 优良中低差 门 8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校园长专业发展可持续性 ≥ 80 % 8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教师和校园长本地培训费 ≤ 220 元/人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思政种子教师1、2、3班 ＝ 300 人 8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培训满意率 ≥ 90 % 8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思政教师专业知识、

教学能力、科研能力、政
治素养

定性 优良中低差 门 8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参培学员满意度 ≥ 90 % 8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 ≥ 95 % 8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日 8 正向指标

51010022T0
0000482476
1-教学网络

设备购置及
维护

3,059.02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网络故障响应及时率 ＝ 100 %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功放音响 ＝ 15 台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保障实验设备正常运转 ＝ 100 %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对校园监控设备器材购置
、消防器材购置、消防系
统维保维修和防雷检测及
维修等各种费用的开展及
实施的执行效果进行监督

＝ 100 % 3 正向指标



622001-成
都大学

51010022T0

0000482476
1-教学网络

设备购置及
维护

3,059.0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实验设备服务师生的
能力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2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师生满意度 ≥ 95 % 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电脑数量 ＝ 13 台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网络管理的信息化程度 ＝ 100 %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机柜 ＝ 15 台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证师生多媒体的正常运
行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2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新增业务的可使用性 ＝ 100 % 2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减少维护维修成本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投影机数量 ＝ 13 台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专业实验室建成后年均服
务师生

≥ 5000 人次 2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网络服务的稳定性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2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创造良好的校园学习氛
围，确保教学秩序的正常
开展、进一步保障学校安
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中央控制器 ＝ 15 台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
心个数

＝ 2 个 3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文科实验室建设经费 ＝ 100 万元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

心建设经费
＝ 100 万元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信息化建设项目采购成本 ＝ 290 万元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更换及新增交换机数量 ＝ 200 个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设备采购完成时间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多媒体设备正常使用率 ＝ 100 % 5 正向指标

51010022T0
0000483140
5-重大公共
卫生服务项
目-基层卫
生人员培训
专项(成都
大学）

26.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按要求完成教学质量检查 ＝ 100 % 8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8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培训资料支出 ＝ 30 元/人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自主学习能力提升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精神疾病及心理疾病护理
能力提升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训人数 ＝ 130 人 8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培训学员满意度 ≥ 95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培训学生课时费标准支出 ＝ 800 元/人 8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减轻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课程设定内容与实际授课
相符 

＝ 100 % 8 正向指标

51010022T0

0000495884
9-2022国际

会议业CEO
峰会暨全球

会议目的地
竞争力指数
发布活动

130.0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补贴经费 ≤ 130 万元 15 反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考核专业观众人数占比 ≥ 90 %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自办重大展会项目运营情
况

定性 优良中低差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效 定性 优良中低差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观众满意度 ≥ 90 %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国家级、省级、市级主流
媒体对本届会议报道次数

≥ 100 次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观众人数 ≥ 300 人 15 正向指标



622001-成
都大学

51010022T0
0000495886
2-2022中国
会展城市产
业合作峰会
暨会展城市
竞争力指数
发布

8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观众人数 ≥ 300 人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效 定性 优良中低差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自办重大会展项目运营情
况

定性 优良中低差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国家级、省级、市级主流
媒体对本届会议报道次数

≥ 100 次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补贴经费 ≤ 80 万元 15 反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观众满意度 ≥ 90 %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专业观众人数占比 ≥ 90 % 15 正向指标

51010022T0
0000496754
0-天府文化
研究与传播

30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打造成都城市文化形象
产生较好的推动作用，间
接为城市招商引资优化营

商环境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天府文化系列丛书书稿 ＝ 3 本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完成预计成本 ＝ 300 万元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推动成都市文化事业大发
展、文创产业繁荣，扩大
世界文化名城影响力提高
保障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预期取得出色社会效益，

项目成果得到媒体关注并
广泛宣传

定性 优良中低差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高水平完成图书出版 ＝ 100 %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读者满意度 ≥ 95 % 15 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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