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工业大学 2017 年部门预算基本情况说明
一、学校基本情况
（一）学校概况
广东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经管文法结合的、多科性协调发展的省属重点大学，校园占地总面积
3348 亩，拥有大学城校园及东风路、龙洞等多个校区，校舍建筑面积 156 万余平方米，计算机 1.7 万多台套，
图书馆藏书 370 多万册、电子图书 220 多万册。
学校现设 19 个管理机构，22 个教学机构、5 个教学辅助机构和 1 个科研机构；学校编制数为 3118 人，目
前在岗聘用人数约 2700 人。2011 年实施人才战略以来，学校已引进 100 多名“百人计划”特聘教授和 3 名学
院院长。其中“长江学者”5 人、国家“杰青”7 人、国家“优青”5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5 人、广
东省“领军人才”4 人、广东省“珠江学者”15 人、广东省“杰青”8 人等，同时还聘有法国科学院院士 1 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3 人，已组建并入选广东省“创新团队”4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1 个；
目前全日制在校生 44000 多人，其中本科生 39000 多人，研究生近 5000 人，同时招有不同层次的成人学
历教育学生、港澳台生和外国留学生，已形成“学士-硕士-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二）学科及平台建设情况
学校共有 5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5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7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 个一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88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含 MBA）
，11 个学科教授评审权，3 个省攀峰重点学
科一级学科，7 个省优势重点学科一级学科，5 个省特色重点学科二级学科，有工程硕士（17 个领域）
、工商管
理硕士、工程管理硕士、会计硕士、翻译硕士 5 种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同时具有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
授予权。学校现有 83 个本科专业，自 2014 年起，所有本科专业均在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第一批本科录取批次
招生。机械、信息、材料、化工四个学科为广东省“211 工程”三期重点建设学科。2012 年以来，工程学科位
居 ESI 世界排名前 1%行列,2015 年进入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行列。
学校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1 个，国家发改委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基地 1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 个，
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1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1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7 个，省级工程中心 37
个，牵头或参与组建省部院产学研创新联盟 56 个，省级国际合作平台 2 个，省发改委工程实验室 1 个，省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 个，省决策咨询基地 1 个，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 1 个，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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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1 个。我校牵头组建的“广东 3C 电子产品制造装备协同创新中心”认定为省级协同创
新中心，同时学校还建有 1 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培育项目。2014 年，学校科技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此外，学校还与地方政府和工业界联合建立了“广州国家现代服务业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
“东莞华南设
计创新院”
、
“佛山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
、
“河源广工大协同创新研究院”等多个跨学科协同创新平
台。目前学校正努力在精密装备、IC 设计、工业设计、制药、软物质等领域构建高水平研发平台，2016 年成
立了生物医药研究院、环境健康与污染控制研究院,促进产学研和协同创新取得实质性成果。

（三）人才培养情况
学校现有 7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16 个省级特色专业，13 个广东省名牌专业，3 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含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73 门省级精品课程（含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7 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1 个国家级
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3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20 个省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1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学校将人才培养纳入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规划之中。
学校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文化体育活动取得重大突破。2015 年，学校
承办了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摘得两项特等奖，两项一等奖，两项二等奖，
并以团体总分全国高校第二、广东高校第一的好成绩捧得“优胜杯”，创造了我校参加“挑战杯”竞赛的历史
最好成绩，刷新了我校参加“挑战杯”竞赛的获奖层次和整体成绩的记录。 2016 年，在“挑战杯•创青春”广
东大学生创业大赛中，我们以金奖数第一、团体总分第一捧得“创青春杯”，创造了我校参加广东省“创青春”
大学生创业竞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在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大赛暨全国高校“创意、创新、创业”电子商务挑战
赛总决赛中获得特等奖和一等奖；在第四届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中，广工大 FSAE 车队获得营销报告第
一名和总成绩第四名的佳绩；学生荣获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学生作品分别荣获德国 RED DOT（红
点）设计大奖和美国 IDEA 设计大赛铜奖；2 名学生先后荣获第七届、第十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等；学校篮
球队连续三年荣获全国大超联赛总冠军，2011 年荣获第八届亚洲大学篮球锦标赛冠军等；学生舞蹈节目获全国
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等。在学生创新创业方面，2016 年进入“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50 强（全省唯
一上榜本科高校）。

（四）对外合作与交流情况
学校高度重视对外合作与交流，推进以“学科为主体”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战略，促进学科和团队与国（境）
外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和跨国企业等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搭建合作平台，对接国际一流技术，引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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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人才。学校先后与国（境）外 130 多所大学和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合作办学、学生联合培养、师资培
养、教学模式改革、合作科研、人才引进和平台建设等多方位合作，推进重点学科建设进入国际前沿，为学校
师资队伍国际化、人才培养国际化和科研工作国际化提供良好平台。

二、本年预算说明
（一）预算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响应国家建设“一流大学”
“一流学科”重大战略部署，以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任务为导向，统筹推进人
事制度改革，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重点领域的改革与创新。进一步深化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完善学术治理体系；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增强自主创新与社会服
务能力；加强民主监督管理，提升现代大学治理能力；完善管理运行机制，促进二级单位自主发展。全面激发
全校上下创新发展、争创一流的动力与活力，推进学校稳健发展。

（二）收入预算及构成情况
2017 年收入预算总计 159,680.55 万元（比 2016 年 150,623.12 万元增加 9,057.43 万元，增长率为 6％）
，其
中：一般预算拨款 76,580.55 万元，占总收入的 47.96%；教育事业收入 47,500 万元，占总收入的 29.75%；经
营收入 12,000 万元，占总收入的 7.52%；科研事业收入 18,000 万元，占总收入的 11.27%；其他收入 5,600 万
元，占总收入的 3.5%。我校收入预算来源主要为财政拨款和学费收入，其占总收入的比例为 78%，但与去年相比，占比
有所下降，说明我校其他方面的筹资能力有所提高。

（三）支出预算及构成情况
2017 年总支出 159,680.55 万元（比 2016 年 150,623.12 万元增加 9,057.43 万元，增长率为 6％），其中：预
算拨款支出 76,580.55 万元，预算外资金支出 47,500 万元，其他资金支出 35,600 万元。基本支出 105,937.35 万
元，占总支出的 66.34%；项目支出 41,743.20 万元，占总支出的 26.14%；经营支出 12,000 万元，占总支出的
7.52%。
在基本支出 105,937.35 万元中：工资福利支出预算 60,619.00 万元，占总支出预算 37.96%；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预算 30,700.00 万元，占总支出预算 19.23%；商品和服务支出预算 14,618.35 万元，占总支出预算
9.15%。
项目支出共 41,743.20 万元，其中：生均经费安排高水平大学建设 22,000 万元、研究生国家奖助学金 4,508.2
万元，横向科研 11500 万元，自筹基建 37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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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事项说明
1.人员经费支出比例
2017 年人员经费共计 92,236.2 万元，扣除学生奖助学金 12,208.2 万元，人员经费合计 80,028.00 万元，约
占总支出的 50%，符合部门预算人员支出比例要求。

2.贷款情况
我校大学城学生生活区银行贷款已全部还清，学校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借款。

3.“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学校继续从严安排“三公”经费预算，2017 年，我校用自有资金安排“三
公”经费预算 630.00 万元，与 2016 年相比减少了 52 万元。2017 年没用一般公共预算经费安排“三公”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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