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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一）学校职能

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是 1937 年成立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

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1949 年 12 月 16 日，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

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1950 年 10 月 3 日，以华

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成为新

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1954 年，被确定为以社会科

学为主的综合大学和首批全国重点大学。1960 年，被中央确定

为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2017 年 9 月 21 日，学校入选 A 类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哲学等 14 个一级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

设名单。

中国人民大学以“人民、人本、人文”为理念，以“实事

求是”为校训，以“立学为民、治学报国”为办学宗旨，以“人

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为建设目标，以“主干的文科、精干

的理工科”为学科特色，以“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为人才培

养目标。

学校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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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职能，实施普通高等教育，适当开展继续教育，积极拓展

中外合作办学。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学校部门预算反映大学本级（含事业法人研究院）及附属

中小学、幼儿园等的经费收支情况，不包括下属的资产经营公

司等独立核算法人单位的经费收支。

二、预算表格及数据分析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表及情况说明

学校 2020 年预算总收入 744,248.87 万元，本年收入合计

585,261.54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6,028.23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少18,695.53万元，事业收入增加10,917.00

万元，其他收入减少 18,249.70 万元。收入预算减少主要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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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关于调整 2020 年部门预算有关工作的紧急通

知》（教财司函〔2020〕90 号）等通知要求，压减各部属高

校 2020 年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压减 6%，其中会议费

及差旅费压减 40%以上，培训费及公务接待费压减 50%以上，

因公出国经费压减 60%以上，各类项目资金压减 30%—33%。；

同时根据 2019 年非同级财政拨款和捐赠收入的实际情况，

预计 2020 年其他收入减少。

学校 2020 年预算总支出 744,248.87 万元，本年支出合计

666,817.07 万元，比上年年初部门预算增加 54,169.67 万元，

其中：教育支出增加 51,138.57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减少 81.86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与上年一致，住房保障支出增加

3,112.96 万元。

（二）收入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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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2020 年本年收入合计 658,429.50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02,914.04 万元，占比 30.82%；事业

收入 299,850.00 万元，占比 45.54%；其他收入 82,497.50 万

元，占比 12.53%;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差额 73,167.96 万

元，占比 11.11%。

（三）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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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2020 年本年支出预算总额为 666,817.07 万元，其中：

教育支出 631,034.05 万元，占比 94.63%；科学技术支出 580.72

万元，占比 0.0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411.76 万元，占

比 2.31%；住房保障支出 19,790.54 万元，占比 2.97%。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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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2020 年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02,914.04 万元，与

上年相比减少 18,695.53 万元，主要因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教育部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大力

压减了公用经费和非刚性、非急需的一般性支出，合理保障必

要的刚性支出需求及党中央、国务院、教育部部署的重大任务、

重点项目，体现在有关支出科目中。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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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050102），2020 年预算数为 9.00

万元，为 2020 年新增项目预算。

2.小学教育支出（2050202），2020 年预算数为 3,630.14

万元，比上年减少 57.70%，主要原因是附属小学基本支出减少

4,481.79 万元，项目支出减少 469.00 万元。

3.高中教育支出（2050204），2020 年预算数为 20,450.96

万元，比上年减少 5.69%，主要原因是附属中学基本支出减少

729.70 万元,项目支出减少 505.00 万元。

4.高等教育支出（2050205），2020 年预算数为 150,077.60

万元，比上年减少 7.72%，主要原因是基本支出增加 1,195.78

万元，项目支出减少 13,745.53 万元。

5.来华留学教育（2050602），2020 年预算数为 2,190.01

万元，比上年减少 0.63%，比上年略有减少。

6.教师进修（2050801），2020 年预算数为 108.80 万元，

比上年增加 257.89%，主要原因是个别司局项目的类款项有所

调整，导致项目支出增加 78.40 万元。

7.其他教育支出（2059999），2020 年预算数为 462.51 万

元，比上年减少 32.62%，主要是司局项目拨款减少。

8.机构运行支出（2060201），2020 年预算数为 574.7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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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上年减少 13.26%，比上年略有减少。

9.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2020

年预算数为 11,570.21 万元，与上年一致。

10.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080506），2020 年

预算数为 3,841.55 万元，与上年一致。

11.住房公积金支出（2210201），2020年预算数为 5,208.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0.44%，基本与上年持平。

12.提租补贴支出（2210202），2020 年预算数为 760.00 万

元，比上年增加 2.01%，基本与上年持平。

13.购房补贴支出（2210203），2020 年预算数为 4,030.54

万元，比上年增加 6.33%，比上年略有增加。

三、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财政拨款收入：指学校通过教育部从财政部取得的各类

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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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学校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教育事业收

入，即通过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向学生个人或者单位收取的学

费、住宿费、委托培养费、考试考务费、培训费和其他教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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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还包括学校开展科研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即

通过承接科研项目、开展科研协作、转化科技成果、进行科技

咨询等取得的收入。

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学校在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即本条上述规定范围以外的各项收入。

（二）支出科目

1.教育支出：反映学校教育事务支出。其中小学教育支出

反 映 附 属 小 学 教 育 支 出 ； 高 中 教 育 支 出 反 映

教育支出；高等教育支出反映大学教育支出，除教育部拨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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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支出（机构运行）：反映从事基础研究和近期

无法取得实用价值的应用基础研究机构的基本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反映学校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

的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集中反映学校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其

中住房公积金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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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租补贴支出反映学校按房改政策规定标准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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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购房补贴支出反映学校按

房改政策规定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

买住房的无房按月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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