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概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是经教育部于 2001 年 4 月批准成立，是

北京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创办，以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为主，是北京

大学在国内唯一直属的异地办学实体。 

    我院为深圳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注册登记为事业法人，为差额

拨款事业单位，财政拨款是按生均定额补助，所有的收入支出均纳入

深圳市的预算内管理。 

二、人员构成情况 

    2015 年我院全职员工 543 人，其中专任教师 198 人（含外国专

家 61 人），在职博士后 61 人，实验人员 93 人，行政人员 183 人，

工勤人员 8 人。比 2014 年人数增加了 19 人，专任教师、行政人员的

人数均有增加。 

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2015 年是深圳研究生院在北京大学发展整体部署中稳步      

前进的一年。在北京大学党委、校行政和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我

院各项工作注重内涵和基础、提质增效、苦练内功。全年，我院加速

推进世界一流国际化校区建设，办学水平显著提高，校区软硬件建设

进展顺利。 

我院遵循学校部署，结合深圳市的发展需要，初拟本科生培养和

医学院项目方案，希望通过市校进一步深化合作，彻底解决深研院在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核心问题。2015 年是北大全面实施综合改革的第

一年，作为北大的试验田，深圳研究生院要抓住机遇，依据“与校本

部差异化发展，学科互补；面向深圳，服务广东，辐射华南，为地方

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继往开来，不断进取，全面推进世界一流国

际化校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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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2015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5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5 年部门决算总收入 53122.0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6158.72 万元，事业收入 32538.82 万元，其他收入 4424.48 万元。  

    2015 年部门决算总支出决算 53028.26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

出 19414.09万元。 

二、2015 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5 年部门决算总收入 53122.0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决

算数 16158.72 万元，占总收入的 30%，主要是深圳市财政拨款、科

研经费拨款；事业收入决算数 32538.82 万元，占总收入的 61%，为

学费收入、科研项目收入和培训收入；其他收入 4424.48 万元，占总

收入的 9%，主要为捐赠收入、利息收入，学生及人才的资助款项。 

三、2015 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部门决算总支出决算 53028.2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为

34340.95 万元，占总支出的 64%，主要用于学校日常的教学科研工作；

项目支出 18687.30 万元，占总支出的 36%，具体用于实验室专用设

备的购置、实验耗材的支出、学生补助支出等。 

四、2015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5 年度可支配的财政拨款为 27152.93 万元，其中： 2015 年

度财政拨款收入 16158.72 万元，占总收入的 30%，主要是教育经费

拨款、科研经费拨款，上年度结转的科研经费拨款为 10994.21 万元；

2015 年财政拨款支出 19414.09 万元，占总支出的 36%，主要用于学



校日常的教学科研支出，本年度结转的科研经费拨款为 7738.83 万

元。 

五、2015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4 年度结转的科研经费为 10994.21 万元，2015年度财政拨款

收入 16158.72 万元；2015 年财政拨款支出 19414.09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9340.95 万元，占 48%；项目支出决算 10073.14 万元，占

52%，项目支出结转 7738.83万元。 

六、2015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5 年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9340.95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7456.98 万元，占 7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48.11 万元，占 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635.87万元，占 19%。 

七、2015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

明 

    2015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共 27 万元，与 2014 年度的

额度一样，没有增加。具体情况如下： 

    1.2015年未使用财政拨款经费出国，因公出国经费为零。 

    2.2015 年未购置公务用车，公务车保有量为 6 辆。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支出 20 万，用于公务车的日常维护费和汽油费。 

    3. 2015 年公务接待费支出 7 万元，主要用于我院的日常接待活

动，其中：国内公务接待 48 批次，520 人次，共 5 万元;外事接待 15

批次，90 人次，共 2 万元。 

 八、2015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5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 万元，2015 年度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0万元。 

 九、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无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5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4467.38 万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支出 4467.38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

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 24.7 万元，占政府采购

支出总额 0.56%，授予小微企业合同 32.9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

额 0.74%。 

（三）关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5 年度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对动物中心实验室实验室建设

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的财政拨款，动物中心实

验室建设项目的资金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自筹经费。本项目借助

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和深圳的地域优势，建设 SPF 级模式动物中心，

建立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动物模型。 

项目内容： 

1、活体模式动物平台：新建 SPF 级动物实验室，建立基于重大

疾病的药效筛选技术服务平台 

2、建立新药评价技术服务平台 

3、生物信息学技术服务平台 



4、药物研发前沿领域和技术咨询与顾问服务 

5、建立服务于药物研发的大型仪器公共平台 

    2015 年度项目预算为 503.67 万元，其中动物中心实验室设备中

标金额为 349 万元，2015 年 7 月 7 日中标，设备已经安装完成；其

他配套设备支出 59 万元；项目人员及其他的配套资金约 100 万元，

实际执行 508 万元。截至目前已完成动物中心实验室的全部建设，总

投资达到 800 万元。 

    建设期内研究团队申报专利 2 项，发表论文 20 篇，影响因子超

过 10 的国际顶级刊物文章 9 篇，其中自然子刊 3 篇。研究团队获得

广东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科学技术奖励特等奖。培养博士生 15 名，

硕士 10 名，培养了一批高水平交叉学科、复合型生物医药领域研发

人员。在此基础上，本项目为新药研发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持平台，与

美国拜耳，深圳市微芯生物等多家药企签订了合作协议，开展创新药

物的合作研究，为推动深圳市化学生物学学科与新药创制的快速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达到项目立项时设定的各项绩效目标。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市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高等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

入。包括：1、教育事业收入，指高等学校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动所

取得的收入，包括：通过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向学生个人或者单位收取

的学费、委托培养费、培训费和其他教育事业收入。2、科研事业收

入，指高等学校开展科研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投资收益、利息收入、捐赠收入等。 

（四）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

定继续使用的经费。本部门主要为截止上年末合同未到期或尚未完成

验收程序的各类科研专项经费项目按规定结转本年使用的经费。 

（五）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原因，

需要在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本部门主要为截止本年

末合同未到期或尚未完成验收程序的深圳市拨科研专项经费项目按

规定结转下年使用的经费。 

（六）“三公”经费：指纳入市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包

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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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反映的是公务出国（境）的住宿

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反映的是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的是按规定开支的各

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