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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部门预算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主要职能是：根据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与科技的需求，

培养以研究生为主体的高层次人才；开展原发性科技创新研究；与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

及企业合作，进行成果转化与产品开发。 

二、机构编制及交通工具情况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部门预算仅包括院本级，无下属单位。系统事业编制数 

126 人，实有在编人数 49 人；离休 0 人，退休 4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实有

教职工 760 人，本单位无雇员和临聘人员，2020 年底在校生人数 2,958 人；其中博士

333 人，硕士 2,625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3 辆，包括定编车辆 3 辆和

非定编车辆 0 辆。 

三、2021年主要工作目标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2021 年主要工作目标包括：1.进一步深化市校合作，大力推

进北京大学深圳国际校区的建设，加强与多方的沟通交流，尽快促成正式协议的签订；

2.进一步完善学科建设体系，在新校区的整体构架下新增相关学科，力争在学科建设上

有所突破；3.争取解决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经费、行政管理岗位干部编制及备案

等制约北大深研院发展的相关问题；4.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有重点地引进高层次人才；

5.扩大办学规模，争取在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数量上有所突破，并加强博士后引进

培养的力度。 

 

第二部分  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2021 年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部门预算收入 57,078 万元，比 2020 年增加 10,347 万

元，增长 22%，其中：政府预算拨款 27,728 万元、财政专户拨款 22,000 万元（其中教育

收费 22,000万元），单位资金 7,350万元。 

2021 年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部门预算支出 57,078 万元，比 2020 年增加 10,347 万

元，增长 22%。其中：人员支出 23,680 万元、公用支出 11,77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支出 3,000 万元、项目支出 18,628万元。 

预算收支增（减）主要原因说明：1. 新增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费 3,700 万元；2.新增高



 

分辨高通亮中子粉末衍射仪的项目建设 3,872万元；3.教职工队伍壮大，人员支出增加。 

  

第三部分  部门预算支出具体情况 

 

一、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预算支出 57,078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23,680 万元、公用支出

11,77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000万元、项目支出 18,628万元。 

（一）人员支出 23,680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11,770 万元，主要包括学院所有的教学、科研的日常运行经费、水电

费、物业管理费、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及资本性支出。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000万元，主要是学生奖助学金、离退休人员经费。 

（四）项目支出 18,628万元，具体包括： 

1.科研支出预算 6,950 万元，主要包括：国家级科研项目 450 万元，根据国家级科研

任务的有关要求，用于国家委托科研课题的材料消耗、专家咨询、劳务开支、出版文献、

差旅、会议、测试化验加工等，本年度预计完成 450 万元的工作量；科研设备采购 3,000

万元，根据科研设备采购任务的有关要求，用于购买科研设备，本年度预计完成 3,000 万

元的工作量；横向项目 3,500 万元，根据横向科研任务的有关要求，用于企事业单位委托

科研课题的材料消耗、劳务开支、差旅、测试化验加工等，本年度预计完成 3,500 万元的

工作量。科研支出项目预算较 2020 年预算增加 2,950 万元，主要原因是横向科研任务预算

的增加导致。 

2.办公设备采购预算 400 万元，根据教学任务的有关要求，用于购买通用类设备，本

年度预计完成 400 万元的工作量。本项目预算较 2020 年预算增加 32 万元，主要原因是部

分教学设备使用年限已久，需进行及时更新。 

3.开办费预算 1,100 万元，根据建设工程进度的有关要求，用于留学生公寓网络设

备、电教音视频、家具、家电、窗帘、公共区域开支等，本年度预计完成 1,100 万元的工

作量。本项目预算较 2020 年预算增加 1,100 万元，主要原因是留学生公寓开办费支出为

2021 年新增项目，为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留学生住宿、生活条件，为扩大办学规模和国际

化办学提供后勤保障。 

4.科研启动费预算 3,700 万元，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高等院校财政

经费投入保障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府办函〔2020〕105 号）文件要求，结合深圳市有关人

才引进政策和学院人才引进计划申报，用于新引进高端人才补助项目的委托业务、劳务开

支、专用材料、专用设备购置等，本年度预计完成 3,700 万元的工作量。本项目预算较

2020 年预算增加 3,700 万元，主要原因是科研启动费为 2021 年新增项目，用于满足开展

科研实验、人才培养、引进高端人才的需要。 



 

5.教学支出预算 300 万元，根据捐赠配比资金管理的有关要求，用于捐赠配比项目的

助学金、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本年度预计完成 300 万元的工作量。本项目预算较 2020

年预算减少 270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年捐赠项目资金收入的减少。 

6.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项资金-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预算 1,915 万元，主要包

括：人体 14T 超高场磁共振成像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816 万元，根据发改战略新兴产业领域

项目的有关要求，用于项目的会议、劳务开支、专用设备购置、委托业务、专用材料、印

刷、差旅等，本年度预计完成 816 万元的工作量；人体超宽景 TOF PET CT 成像系统 717

万元，根据发改战略新兴产业领域项目的有关要求，用于项目的会议、劳务开支、专用设

备购置、委托业务、专用材料、印刷、差旅等，本年度预计完成 717 万元的工作量；放射

核素分子探针制备与表征系统 382 万元，根据发改战略新兴产业领域项目的有关要求，用

于项目的会议、劳务开支、专用设备购置、委托业务、专用材料、印刷、差旅等，本年度

预计完成 382万元的工作量。深发改专项资金项目预算较 2020 年预算增加 1,265 万元，主

要原因是 2021年新申请的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项资金项目资金的增长。 

7.政府投资项目预算 4,263 万元，主要包括：精准医学影像大设施项目计 160 万元，

根据政府投资的有关要求，用于精准医学影像大设施项目的委托业务，本年度预计完成

160 万元工作量；高分辨高通亮中子粉末衍射仪 3,872 万元，根据政府投资的有关要求，

用于高分辨高通亮中子粉末衍射仪的项目建设，本年度预计完成 3,872 万元的工作量；修

缮改造工程前期计划 231 万元，根据政府投资的有关要求，用于修缮改造工程的前期计

划，本年度预计完成 231 万元的工作量。政府投资项目预算较 2020 年预算增加 4,263 万

元，主要原因是政府投资项目支出为 2021 年新增项目，深圳精准医学影像大设施预研项目

与高分辨高通亮中子粉末衍射仪为增强科技研发实力，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设

备研发的投入。修缮改造工程前期计划的大型修缮为维护校园设施的正常运行。 

 

第四部分  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政府采购项目纳入 2021 年部门预算共计 7,555 万元，其中货

物采购 3,683万元、工程采购 0万元、服务采购 3,872 万元。 

 

第五部分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

费开支单位包括院本级。 



 

    二、“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 0万元，比 2020 年预算增加 0万元。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21 年预算数 0 万元。为进一步规范因公出国（境）经费管

理，我市因公出国（境）经费完全按零基预算的原则根据市因公出国计划预审会议审定计

划动态调配使用，因此各单位 2021 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为 0 万元，在实际执行中

根据计划据实调配。 

2.公务接待费。2021 年预算数 0 万元，比 2020 年增加 0 万元。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

定，控制公务接待费用，用学院自筹经费支付。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21 年预算数 0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2021

年预算数 0 万元，比 2020 年预算数增加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21 年预算数 0 万

元，比 2020 年预算数增加 0万元。编制内车辆 3辆，日常的维修、保险和汽油费用学院自

筹经费支付。 

 

第六部分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单位范围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单位范围包括：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

院本级共 1 家单位，编制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形成绩效报

告报市送财政部门备案。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将根据需要对整个系统的部门整体支出实

施重点绩效评价。 

二、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项目情况及工作要求 

2021 年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所有项目支出预算纳入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涉及预算资

金 18,628 万元，设置并编报 7 个项目绩效目标。相关项目在执行时需在年中（8 月底前）

编报绩效监控情况，并在年度预算执行完毕或项目完成后，按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并在单

位自评的基础上选择重点项目开展部门评价，形成绩效报告（表）报送市财政部门备案。

市财政部门将选取部分政策或项目实施重点绩效评价。 

 

第七部分  其他需要说明情况 

 

一、机关运行经费  

本单位属于高校事业单位，不存在机关运行经费。  

二、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2020 年，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3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3 辆、一般执法

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单位价值 50 万以上通用设备 80  

台（套），单位价值 100万以上专用设备 22台（套）。 

2021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一般公务用车 0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

技术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安排购置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7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6 台（套）。 

三、其他  

1.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和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支出预

算。 

2.本单位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与北京大学合作创办，市编办按照全日制在校硕士研究生

师生比 1：8为基数，按 1/3 的比例动态核定我院深圳编制人数，因此我院实有在职教职工

总人数与在编人数不一致。 

 

第八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其他收入：指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存款利息收入等。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包括

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和公用支出（包括办公费、邮电费、差旅费及印刷费等）。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

出。 

五、“三公”经费：“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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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

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及培训费等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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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过路

过桥费等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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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预算数 项    目 2021年预算数

一、政府预算拨款 27,728 一、教育支出 44,341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7,728    普通教育 44,341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高等教育 44,341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二、科学技术支出 12,737

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22,000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12,287

三、单位资金 7,350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12,287

   事业收入 7,350    基础研究 450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自然科学基金 450

   上级补助收入 三、上缴上级支出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四、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57,078 本年支出合计 57,078

上年结余、结转 结转下年

收入总计 57,078 支出总计 57,078

收支总表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收入 支出



表2

小计
基本支出

拨款
履职类项
目拨款

财政专项
资金拨款

政府投资
项目拨款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57,078 27,728 16,450 5,100 1,915 4,263 22,000 7,350

政府性基金

预算拨款

上级

补助

收入

收入总表

本年收入

政府预算拨款 单位资金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附属

单位

上缴

收入

上年结
余、结
转

预算单位

单位:万元

其他

收入

收入总计
事业

单位

经营

收入

事业

收入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拨款

财政
专户
管理
资金



表3

单位:万元

小计
其中：面向中小企业政府

采购项目
其中：面向小型、微型企业

政府采购项目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57,078 38,450 18,628 7,555 2,266 1,360

2050205 高等教育 44,341 38,450 5,891 1,068 320 192

2060203 自然科学基金 450 450

20699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12,287 12,287 6,487 1,946 1,168

支出总表

2021年政府采购项目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预算单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表4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38,450 16,450 16,450 22,000

工资福利支出 23,680 16,450 16,450 7,230

基本工资 13,000 13,000 13,000

津贴补贴 3,450 3,450 3,450

奖金 3,000 3,000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 2,100 2,100

职业年金缴费 150 150

住房公积金 980 980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000 1,0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11,770 11,770

办公费 500 500

手续费 50 50

其他交通费 412 412

水费 130 130

物业管理费 900 900

会议费 50 50

租赁费 100 100

委托业务费 400 40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808 808

维修（护）费 1,300 1,300

劳务费 3,000 3,000

差旅费 1,500 1,500

印刷费 300 300

电费 1,400 1,400

咨询费 500 500

专用材料费 200 200

邮电费 200 200

培训费 20 2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000 3,000

助学金 3,000 3,000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拨款

上级
补助
收入

基本支出总表

政府预算拨款 单位资金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附属
单位
上缴
收入

上年结
余、结
转

支出项目类别

单位：万元

其他

收入
小计

财政

专户

管理

资金

总计
事业
单位
经营
收入

事业

收入

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

预算拨款



表5

小计
履职类项
目拨款

财政专项
资金拨款

政府投资
项目拨款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18,628 11,278 5,100 1,915 4,263 7,350

  科研支出 6,950 6,950

  办公设备采购 400 400

  开办费 1,100 1,100 1,100

  科研启动费 3,700 3,700 3,700

  教学支出 300 300 300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项资金-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1,915 1,915 1,915

  政府投资项目 4,263 4,263 4,263

事业
收入

财政

专户

管理

资金
政府性基金

预算拨款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拨款

附属

单位

上缴

收入

项目支出总表

政府预算拨款 单位资金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上级

补助

收入

上年结
余、结
转

支出项目类别

单位：万元

其他

收入

总计
事业
单位
经营
收入



表6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预算数 项    目 2021年预算数

政府预算拨款 27,728 一、教育支出 21,941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7,728     普通教育 21,941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高等教育 21,941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二、科学技术支出 5,787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5,787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5,787

本年收入合计 27,728 本年支出合计 27,728

上年结余、结转 结转下年

收入总计 27,728 支出总计 27,728

政府预算拨款收支总表

收入 支出



表7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27,728 16,450 11,278

2050205 高等教育 21,941 16,450 5,491

20699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5,787 5,78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表8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0 0 0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表9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0 0 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表10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0

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支出表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表11

单位:万元

单位 品目编码 采购品目 金额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7,555

A 货物 3,683

A02010105 便携式计算机 80

A0201060102 激光打印机 3

A02010201 路由器 5

A02091001 普通电视设备（电视机） 2

A02061504 不间断电源（UPS） 10

A02010103 服务器 200

A02010699 其他输入输出设备 1

A02021101 碎纸机 1

A02010301 防火墙 5

A02010202 交换设备 5

A020204 多功能一体机 12

A020202 投影仪 20

A020523 制冷空调设备 20

A02010104 台式计算机 15

A0202050102 通用照相机 5

A02091102 通用摄像机 5

A02010105 便携式计算机 20

A02010104 台式计算机 15

A02010201 路由器 10

A02010202 交换设备 10

A02010103 服务器 750

A021004 分析仪器 1,800

A02010301 防火墙 10

A020199 其他计算机设备及软件 25

A020904 音频节目制作和播控设备 69

A0609 组合家具 283

A02010103 服务器 8

A02010202 交换设备 129

A02091199 其他视频设备 7

A02010299 其他网络设备 67

A020801 无线电通信设备 73

A0699 其他家具用具 18

C 服务 3,872

C99 其他服务 3,872

政府采购项目支出表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表12

单位:万元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20 0 0 0 0 0 0

2021 0 0 0 0 0 0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预算单位 年度
“三公”经费财政

拨款预算总额



表13

单位:万元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其他资金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18,628 11,278 7,350

科研支出 6,950 6,950 2021.1.1-2021.12.31

办公设备采购 400 400 2021.1.1-2021.12.31

开办费 1,100 1,100 2021.1.1-2021.12.31

科研启动费 3,700 3,700 2021.1.1-2023.12.31

教学支出 300 300 2021.1.1-2023.12.31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项资金-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1,915 1,915 2021.1.1-2023.12.31

政府投资项目 4,263 4,263 2021.1.1-2021.12.31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项目情况表

预算金额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预算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执行时间



表14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总额 财政拨款 其它资金

38,450 16,450 22,000

12,450 5,100 7,350

4,263 4,263 0

1,915 1,915 0

57,078 27,728 29,350

年度总体目标

一级指标

年度绩效指标

年度绩效指标

主要内容

年度主要任务 主要用于全日制研究生培养及科研

效益指标

申请专利数

数量指标

发表科研论文数

举办会议或讲座

社会效益指标

论文质量

满意度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2021年主要工作目标包括：1.进一步深化市校合作，大力推进北京大学深圳国际校区的建设，加强与多方的沟通交流，尽快
促成正式协议的签订；2.进一步完善学科建设体系，在新校区的整体构架下新增相关学科，力争在学科建设上有所突破；3.争取解决广东省高水平
大学建设专项经费、行政管理岗位干部编制及备案等制约北大深研院发展的相关问题；4.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有重点地引进高层次人才；5.扩大办
学规模，争取在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数量上有所突破，并加强博士后引进培养的力度。

Sci/Ssci/Ei收录

学生对课程满意度

毕业人数

基本支出

≥1100人且≤1250人

目标值

金额合计

>95%

≥100个

举办会议或讲座 发明专利

≥600篇

成本指标

申请专利数

发表科研论文数

预算金额

履职类项目

产出指标

三级指标

任务名称

≥160场

专项资金项目

主要用于政府投资大科学装置平台及校舍修缮改造工程

主要用于人员、公用及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等

时效指标

招生人数

发表科研论文数

主要用于大设施科研专项

政府投资项目

≥100个

≥600篇

二级指标

发明专利

Sci/Ssci/Ei收录

≥1100人且≤1250人

经济效益指标

专利质量
质量指标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部门（单位）名称 0108008001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0108008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表15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一级预算单位 主管处室

实施期限 预算安排方式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项目类型 资金用途

项目概况

项目申报依据

项目测算标准

年度目标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产出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采购设备使用率 100% 采购设备使用情况

科研项目完成比例 100% 考察国家基金和科技计划项目完成情况

技术交流企业数（家） 50 反映与我院技术交流的企业数量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设备使用人员满意度 满意 考察设备使用人员满意情况

科研团队满意度 满意 考察专项资助科研团队的综合满意程度。

生态效益指标

成本指标

设备采购预算节约率 1% 考察设备采购预算节约情况

人均科研费用 15万 按每人平均计算的科研费用

时效指标

设备采购及时性 12月前完成采购 本年度完成采购

按期结项比例 95% 按照项目资助期限按期结项比例

项目完成进度 80% 反映科研项目完成情况

反映专利申请情况

质量指标

设备符合国家标准 是 设备符合国家标准

培养博士生人数（人） 50 反映通过基金类项目培养博士生人数

培养研究生人数 200

数量指标

设备采购完成率 80% 设备采购的完成情况

高质量论文发表数（篇） 500 反映高质量论文的发表情况

申请专利数 20

反映通过项目培养学生情况

-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02 经常性项目 01 部门预算项目

152,798,000.00 69,500,000.00

02 履职类项目 20003 其它

一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0108008-2019-YBXM-1791-01 科研支出

0108008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10 教科文处

用于学院科研活动相关支出，包括：科研设备采购、国家级科研项目及横向科研项目支出。

科研设备采购任务、国家级科研任务及横向科研任务的有关要求。

科研设备采购计划、国家级科研项目及横向科研项目申请计划。

完成科研设备采购任务。按国家级科研项目任务完成国家委托科研课题的材料消耗、专家咨询、劳务开支、出版文献、差旅、会议、测
试化验加工等支出。按横向科研任务的有关要求，用于企事业单位委托科研课题的材料消耗、劳务开支、差旅、测试化验加工等支出。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一级预算单位 主管处室

实施期限 预算安排方式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项目类型 资金用途

项目概况

项目申报依据

项目测算标准

年度目标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满意度指标

设备使用人员满意度 满意 考察设备使用人员满意情况

生态效益指标

产出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采购设备使用率 100% 采购设备使用情况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时效指标

设备采购及时性 本年度完成采购 反映设备采购及时性 

成本指标

设备采购预算节约率 1% 考察设备采购预算节约情况

质量指标

设备符合国家标准 是 设备符合国家标准

数量指标

设备采购完成率 80% 设备采购的完成情况

-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02 经常性项目 01 部门预算项目

4,000,000.00 4,000,000.00

02 履职类项目 20003 其它

一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0108008-2019-YBXM-1608-01 办公设备采购

0108008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10 教科文处

通用类设备采购

根据教学设备使用状况，相关更新需求及采购预算。

通用类设备采购标准

完成所需设备采购，确保教学任务的正常开展。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一级预算单位 主管处室

实施期限 预算安排方式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项目类型 资金用途

项目概况

项目申报依据

项目测算标准

年度目标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满意 师生对本项目整体满意度

生态效益指标

产出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满足师生居住条件 满足 是否满足师生居住条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时效指标

采购及时性 及时 是否按预定进度完成

成本指标

按预定成本完成 是 是否按预定成本完成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 是否按预定质量完成采购

数量指标

采购完成率 100% 是否按预定数量完成采购

-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02 经常性项目 01 部门预算项目

11,000,000.00 11,000,000.00

02 履职类项目 20003 其它

一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0108008-2019-YBXM-1795-01 开办费

0108008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10 教科文处

留学生公寓楼于2015年12月获发改委立项（深发改[2015]1928号），目前由深圳工务署在建，计划年底完工，明年移交使用；公寓楼内
设有：学生宿舍216套单间，教职工宿舍两房一厅54套、三房一厅40套，物业办公室2间，消防控制室1件，负一层多功厅、书吧、健身房
、舞蹈房、咖啡厅、师生活动空间等。为使大楼明年顺利使用，特申请大楼开办费。

根据留学生公寓建设工程进度的有关要求。

根据深圳市机关装修及家具配置标准及留学生公寓网络设备、电教音视频、家具、家电、窗帘、公共区域预算。

计划2021年内完成所有家具设备的采购，让师生顺利入住公寓楼。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一级预算单位 主管处室

实施期限 预算安排方式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项目类型 资金用途

项目概况

项目申报依据

项目测算标准

年度目标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满意度指标

科研团队满意度 >98% 科研团队满意程度

生态效益指标

产出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团队凝聚力 较强 成员对团队共同目标的认同程度和集体荣誉感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各项教学科研计划 按时 考察能否按时完成各项教学科研计划

成本指标

经费使用合规性 合规 反映经费使用是否合规

质量指标

 设备采购符合国家标准 是 考察设备采购是否符合国家标准

数量指标

发表学术论文数量 >40 考察院校的科研学术水平

-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02 经常性项目 01 部门预算项目

37,000,000.00 37,000,000.00

02 履职类项目 20003 其它

一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0108008-2019-YBXM-1798-01 科研启动费

0108008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10 教科文处

新引进高端人才财政补助科研启动经费旨在为引进的高端人才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满足其开展科研实验、人才培养的经费需求，并为
争取国家、省、市科研项目创造条件。

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高等院校财政经费投入保障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府办函〔2020〕105 号）文件要求，结合深圳
市有关人才引进政策和学院人才引进计划申报。

新引进高端人才补助项目的年度预算。

根据人才引进情况及科研启动经费相关管理办法使用经费，用于新引进高端人才补助项目的委托业务、劳务开支、专用材料、专用设备
购置等。完成科研任务。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一级预算单位 主管处室

实施期限 预算安排方式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项目类型 资金用途

项目概况

项目申报依据

项目测算标准

年度目标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满意度指标

奖励对象满意度 ≥95% 反映奖励对象满意度

生态效益指标

产出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学术讲座 150场（线上+线下） 面向不同群体举办系列讲座活动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月-12月 项目完成时间

成本指标

奖学金占比 ≥80% 反映奖学金占项目资金比例

反映毕业生就业比率

质量指标

核心论文 30篇 计划完成核心英文及中文论文

数量指标

招生数量 290人 计划招生全日制硕士项目人数

论文发表 60篇 计划完成教材、著作、SSCI论文等各类成果

就业率  ≥95% 

-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02 经常性项目 01 部门预算项目

8,700,000.00 3,000,000.00

02 履职类项目 20003 其它

一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0108008-2019-YBXM-1790-01 教学支出

0108008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10 教科文处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捐2021年赠配比资金。本单位配比资金使用主要聚焦于引进优秀生源、科研发表、学生创新创业、丰富校园生活
、国际化办学等方面工作，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升级改造。以培养优秀人才为中心，加强教师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改进和完善对
科研的支持，提升学院的品牌影响力，加强国际合作以及英国校区建设，提升学院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根据深财规【2020】3号文件及市政府六届二百三十四次会议纪要的精神

我院在2018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有三笔捐赠符合配比申请条件。捐赠方分别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市天地祥实业有
限公司和许晓文。单笔捐赠金额各人民币100万元，总计捐赠金额人民币300万元。

本单位配比资金使用主要聚焦于引进优秀生源、科研发表、学生创新创业、丰富校园生活、国际化办学等方面工作，全院师生以培养优
秀人才为中心，加强教师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改进和完善对科研的支持，提升学院的品牌影响力，加强国际合作以及英国校区建
设，提升学院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一级预算单位 主管处室

实施期限 预算安排方式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项目类型 资金用途

项目概况

项目申报依据

项目测算标准

年度目标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满意度指标

资助项目科研团队满意度 高 考察资助项目科研团队对奖补政策的满意程度。

生态效益指标

产出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成果创新水平 高 科研成果相比之前的技术或产品取得的创新水平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R&D经费投入比例 高 主要考察企业的研发投入占产出的比例

质量指标

研发人员增长率（%） 20 反映研发人员增长情况

数量指标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数量 300% 考察项目与国外机构科研合作项目数量

人体14T超高场磁共振成像系统项目：围绕研制人体14T超高场磁共振成像系统的技术挑战，以完成14T人体磁共振系统的整体设
计及系统集成预研为目标，设计和研制超高场磁共振成像硬件平台的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建设14T超高场磁共振成像硬件关键部件原型
机、完成超导磁体设计及建造方案，在原型机和超导磁体设计方案上实现设计及工艺“跑通”。      人体超宽景TOFPET/CT成像系统
项目：以研制高时间性能的人体超宽景TOF PET/CT成像系统关键技术与器件为目标，对探测器部件、电子学系统部件、机械结构及散热
部件、图像重建与软件部件等关键部件进行预研，实现各部件的预期性能指标。     放射核素分子探针制备与表征系统项目：：面向癌
症、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损伤等重大疾病的医学影像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的需求，建设放射性核素分子探针制备与表征平台及设备，开
发高灵敏度和特异性的多模态核素探针，服务于PET、MRI等先进医学成像技术的研发，辅助生物医学研究、疾病的早期诊断、监测治疗
反应和指导药物开发。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02 经常性项目 01 部门预算项目

69,444,680.00 19,146,080.00

03 专项资金（经费）项目 20003 其它

一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0102002-2019-ZXZJ-0045-45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项资金-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0108008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10 教科文处

深圳精准医学影像大设施于2019年7月立项，是深圳市2020年度重大项目之一，计划在光明科学城启动建设。该项目将突破高端医学影像
的关键技术，引领国际医学影像科学的前沿发展，推动先进医学影像技术在深圳的创新转化，为国家科学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的建设提供重要的原始创新供给和技术平台支撑。为了顺利开展深圳精准医学影像大设施的建设，深圳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关
键技术和设备研发2019年第三批扶持计划中设立了“人体14T 超高场磁共振成像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人体超宽景TOF PET-CT成像系
统研制关键技术研究”、“放射性核素分子探针制备与表征关键技术及设备”三个预研项目，并于2020年11月批复由北京大学深圳研究

深发改【2020】732 号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设备研发专项资金2019 年第三批扶持计划的通知。

深发改【2020】732 号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设备研发专项资金2019 年第三批扶持计划的通知。

完成方案设计，项目可行性论证，高性能电子系统。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一级预算单位 主管处室

实施期限 预算安排方式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项目类型 资金用途

项目概况

项目申报依据

项目测算标准

年度目标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满意 项目完成后师生满意度

生态效益指标

产出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提升校园环境 有效 是否有效提升校园环境

成果创新水平 高 科研成果相比之前的技术或产品取得的创新水平

发表研究论文及成果数量 5 发表相关方向研究论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科研团队满意度 满意 考察资助项目科研团队对奖补政策的满意程度

科研用户满意度（%） 100 设备科研用户满意度

时效指标

按预定进度完成 是 是否按预定进度完成

人才引进和培养效率 考察引进人才和对人才进行培养的效率

建设进度达到率（%） 10000% 实际建设进度与预期进度对比

成本指标

按预定成本完成 不超概算 是否按预定成本完成

创新型科技人才人均R&D经费(万200 考察每个创新性科技人才平均所能获得科研经费

经费使用率（%） 100 考察经费使用情况

反映建设实验平台数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高 是否按预定标准完成

研发人员增长率（%） 0.2 反映研发人员增长情况

设备验收率（%） 100

数量指标

资金计划完成率 >80% 是否按预定资金计划完成

专家数 5 考察本项目中涉及专家的数量

建设实验平台数 1

设备到期完成验收

1、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修缮改造工程项目：计划2021年开工，施工期为三年，完成涉及建筑面积62542平方米的教学办公区、礼堂等楼宇及室外景观的修缮改

造工程。

2、精准医学影像大设施项目：对影像大设施核心设备技术研发方案、研究路线等进行论证，以确保所采取的技术方案和研究路线符合设施建设的先进性、可靠

性及经济性的要求；完成项目能评、稳评、环评、项目概算等前置手段；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开展预研项目；购置仪器设备；项目长期目标是完成精准医学影

像大设施的建设。

3、材料基因组大科学装置平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利用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这一国家级大科学装置，依托散裂中子源共同建设高分辨中子衍射谱仪。该谱

仪将聚焦材料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为材料研究提供在高分辨、高精度和高通量以及极端条件下，突破传统结构分析极限的世界一流新材料研发平台，为新材料、

新能源、生物医药、电子科技等领域的材料研发提供支撑，有助于实现我国关键新材料研发的跨越式发展。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02 经常性项目 01 部门预算项目

342,728,598.71 42,628,598.71

04 政府投资项目 20003 其它

一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0108008-2019-ZFTZ-0068-01 政府投资项目

0108008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10 教科文处

1、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修缮改造工程项目。对校园A－H及J栋共9栋校舍及水池（镜湖）进行修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筑改造工程 、安装改造工程、水池

（即镜湖）维修工程 等。                                                                                           2、深圳精准医学影像大设施

”（简称“影像大设施”）项目。是深圳市2020年度重大项目之一，计划在光明科学城启动建设。该项目将突破高端医学影像的关键技术，引领国际医学影像科

学的前沿发展，推动先进医学影像技术在深圳的创新转化，为国家科学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提供重要的原始创新供给和技术平台支撑。

3、材料基因组大科学装置平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利用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这一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将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依托

散裂中子源建设高分辨中子衍射谱仪。该谱仪将聚焦材料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为材料研究提供在高分辨、高精度和高通量以及极端条件下，突破传统结构分析极

限的世界一流新材料研发平台，为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电子科技等领域的材料研发提供支撑，有助于实现我国关键新材料研发的跨越式发展。

1、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修缮改造工程项目：深发改【2020】631号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南方科技大学超净实验室建设工程等项目2020年政府投资

计划工程 决算款的通知 。                                                                                                   2、精准医学影像大

设施项目：深发改【2020】628号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西丽水库至南山水厂原水管工程等项目2020年政府投资项目前期计划的通知 。

3、材料基因组大科学装置平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深发改【2020】627号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材料基因组大科学装置平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等项目2020年政府投资计划的通知。

1、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修缮改造工程项目：根据前期工作计划预算 。

2、精准医学影像大设施项目：前期经费170万元，用于委托第三方专业咨询机构开展可研报告的编制服务费用约130万元；影像大设施项目组针对项目建设组织

进行调研交流、专家咨询及实地考察等活动，以确保影像大设施各项工作有序开展，需要费用40万元  。

3、材料基因组大科学装置平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深发改【2020】614号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材料基因组大科学装置平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

总概算的批复及三方合作协议。

1、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修缮改造工程项目：本年度完成空调主机、电梯等设备，消防、实验室排风等系统的检验检测，完成前期设计和咨询招标，完成初步

设计和概算编制等工作。

2、精准医学影像大设施项目：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和项目基建场地的选址工作。

3、材料基因组大科学装置平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完成谱仪整体框架结构设计，包括各主要部件，如中子导管、斩波器和探测器，的机械结构和支撑结构

设计。结合谱仪的整体构架设计方案，对整个谱仪的安全防护措施开展周全的设计工作，完成混凝土屏蔽体和关键部位快中子和伽马射线阻挡设计。采购斩波器

、中子导管、探测器和准直系统等光学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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