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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学校概况

常州大学坐落于经济繁荣、人文荟萃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江苏

常州，是江苏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及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共建的省属全日制本科院校。

学校始建于1978年，前身为南京化工学院无锡分院、常州分院。1981

年经国务院批准，学校定名为江苏化工学院；1992年成为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管理的部属院校，并更名为江苏石油化工学院；2002年更名为

江苏工业学院；2010年更名为常州大学。学校历经42年的发展，现已建

成完整的学士—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以及多层次的科学研究和社会

服务体系。2020年，学校在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中位居全国第129位，在武

书连中国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中位居第150位。

学校以“责任”为校训，秉承“勇担责任，追求卓越”的学校精神

和“以人为美、育人为本，开放办学、协同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培

养具有创新精神、责任意识、专业素养、协作品质、国际视野的适应社

会发展需要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学校基础设施齐全，办学条件优良。现有武进、西太湖、白云三个

校区，校园占地面积2498亩，校舍总面积80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总值逾5.5亿元。学校设有21个学院，有全日制本科生19000余人，博

士、硕士研究生3200余人。另设有继续教育学院（李公朴社会教育学院）

和常州大学怀德学院（独立学院）。

学校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学科特色较为鲜明，涵盖工学、理学、管

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艺术学、医学、农学、教育学等十大学科

门类。2012年，学校获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现有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3个、专业学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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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7个。拥有省优势学科2个、省“十三五”重点学科7个，化学、材料科

学、工程学3个学科进入全球ESI学科排名前1%。在2019软科中国最好学

科排名中，工商管理、化学工程与技术、法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

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7个学科上榜。

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健全，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学校现有本科专业78

个，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3个、国家级一流专业7个、教育部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项目2个、中国工程教育认证专业8个；国家级精品课程4个、国家

级精品教材1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中心2个、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2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1个；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学校是全

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和省首批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中

心，在近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荣获特

等奖2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6项，2017年捧得“优胜杯”；

在“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荣获金奖“三连冠”；在近三届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荣获金奖1项、银奖3项、铜奖5

项；在近五届“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荣获一等奖5

项、二等奖22项；在近四届“华为杯”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荣

获一等奖4项、二等奖8项，2016年获得华为“专项奖”；2014—2019年，

先后4次获得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国赛特等奖。

学校师资队伍结构合理，教师素质优良。学校现有教职工1900余人，

专任教师中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占比95%（博士学位60%）；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624人。拥有工程院院士5人（双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1人，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1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3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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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支持计划4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2人；学校现有江苏省

“双创人才”、“333工程”、“特聘教授”、“青蓝工程”等省级人才

160余人；省“双创团队”、“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和教学团队、“六大

人才高峰”创新人才团队等团队10余个。学校连续多年被评为“江苏省

师资队伍建设先进高校”和“江苏省教育人才工作先进单位”。

学校突出自主创新，全面推行“顶天立地”有效科研。“十三五”

以来，学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国专利银奖1项、中国专利

优秀奖1项、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6项、省部级科研成果获奖92项；获

得国家级科技项目270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73项（重点项目2项、

重大仪器项目1项）、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2项、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95项（重点项目10项）；被SCI、EI、CPCI、CSSCI等收录学术

论文3414篇，获有效发明专利2409件。学校拥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1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培育点）1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2个、

省级协同创新中心2个、省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7个、省级大学科技园孵

化器1个。学校与国内50余家大型石油石化企业和40个县区级以上政府建

立了全面合作关系，与企业共建省级工程技术中心21个、校企联合研发

中心42个、产学研基地429个、校企联盟396个。2016年，学校荣获“中

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不断推进教育交流与合作。学校拥有招收华侨、

港澳台学生和外国留学生资格。近年来，学校以校际合作、学术交流、

科研合作为重点，积极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先后与36个国家和地

区的50余所大学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与爱尔兰梅努斯大学、加拿大圣

西维尔大学、美国新泽西城市大学举办5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50%境外

毕业生读研录取至世界前200高校。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人数以每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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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增速发展。现有40多个国家的700余名外国留学生在校学习。学校

与玻利瓦尔大学共建我国在委内瑞拉的首家孔子学院，承办西班牙安达

卢西亚自治区孔子课堂。学校成立泰国文化研究中心、拉美研究中心、

以色列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所等智库平台，是国务院

侨办华文教育基地。

学校被授予“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五四红旗团委”、“江

苏省文明校园”、“江苏省教育人才工作先进单位”、“江苏省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科技工作先进高校”、 “江苏省

高等学校信息化建设优秀单位”、“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先进集体”、“江

苏省平安校园”、“江苏省花园式校园”等荣誉称号。

当前，常州大学正处在继往开来、乘势而上的大好时期。学校通过

立足地方、服务行业、面向国际以及与之融荣与共的战略合作与互动，

加强内涵式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全体师生员工凝心聚力，锐意创新，

为全面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地方领军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二〇二〇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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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年部门预算报表

公开01表

收支总表
部门名称：常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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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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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19403.00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事业收入 10000.00 五、教育支出 77669.92

六、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12000.00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上级补助收入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845.43

九、其他收入 9000.00 九、卫生健康支出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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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住房保障支出

十九、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116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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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出

二十五、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六、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96183.74 本年支出合计 96183.74

上年结转结余 年终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96183.74 支 出 总 计 9618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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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02表

收入总表
部门名称：常州大学 单位：万元

部门代码 部门名称 合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

小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

级

补

助

收

入

附

属

单

位

上

缴

收

入

其他收入
小

计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财

政

专

户

管

理

资

金

单

位

资

金

合计 96183.74 96183.74 45780.74 19403.00 10000.00 12000.00 9000.00

168 省属高校 96183.74 96183.74 45780.74 19403.00 10000.00 12000.00 9000.00

168030 常州大学 96183.74 96183.74 45780.74 19403.00 10000.00 12000.00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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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03表

支出总表
部门名称：常州大学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

支出

上缴上级

支出

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合计 96183.74 67123.74 29060.00
205 教育支出 77669.92 48609.92 29060.00
20502 普通教育 77669.92 48609.92 29060.00
2050205 高等教育 77669.92 48609.92 2906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845.43 6845.43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845.43 6845.43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563.62 4563.62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281.81 2281.8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668.39 11668.39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1668.39 11668.39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326.66 3326.66
2210202 提租补贴 8341.73 83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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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04表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部门名称：常州大学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45780.74 一、本年支出 45780.74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5780.74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三）国防支出

二、上年结转 （四）公共安全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五）教育支出 37802.76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845.43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十三）农林水支出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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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11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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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出

（二十五）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六）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二、年终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45780.74 支 出 总 计 457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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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05表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功能科目）
部门名称：常州大学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 计 45780.74 42480.74 39883.44 2597.30 3300.00

205 教育支出 37802.76 34502.76 31905.46 2597.30 3300.00

20502 普通教育 37802.76 34502.76 31905.46 2597.30 3300.00

2050205 高等教育 37802.76 34502.76 31905.46 2597.30 33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845.43 6845.43 6845.43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845.43 6845.43 6845.43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563.62 4563.62 4563.62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281.81 2281.81 2281.8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32.55 1132.55 1132.55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132.55 1132.55 1132.55

2210202 提租补贴 1132.55 1132.55 11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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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06表

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经济科目）
部门名称：常州大学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本年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计 42480.74 39883.44 2597.3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8547.76 38547.76

30101 基本工资 8851.41 8851.41

30102 津贴补贴 1155.15 1155.15

30107 绩效工资 19671.21 19671.21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4563.62 4563.62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2281.81 2281.81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872.16 1872.16

30114 医疗费 152.40 152.4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597.30 2597.30

30205 水费 300.00 300.00

30206 电费 600.00 60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1537.30 1537.30

30217 公务接待费 110.00 11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00 5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35.68 1335.68

30301 离休费 113.91 113.91

30302 退休费 1125.53 1125.53

30307 医疗费补助 96.24 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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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07表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常州大学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 计 45780.74 42480.74 39883.44 2597.30 3300.00

205 教育支出 37802.76 34502.76 31905.46 2597.30 3300.00

20502 普通教育 37802.76 34502.76 31905.46 2597.30 3300.00

2050205 高等教育 37802.76 34502.76 31905.46 2597.30 33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845.43 6845.43 6845.43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845.43 6845.43 6845.43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563.62 4563.62 4563.62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281.81 2281.81 2281.8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32.55 1132.55 1132.55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132.55 1132.55 1132.55

2210202 提租补贴 1132.55 1132.55 11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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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08表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常州大学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 计 42480.74 39883.44 2597.3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8547.76 38547.76

30101 基本工资 8851.41 8851.41

30102 津贴补贴 1155.15 1155.15

30107 绩效工资 19671.21 19671.21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4563.62 4563.62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2281.81 2281.81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872.16 1872.16

30114 医疗费 152.40 152.4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597.30 2597.30

30205 水费 300.00 300.00

30206 电费 600.00 60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1537.30 1537.30

30217 公务接待费 110.00 11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00 5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35.68 1335.68

30301 离休费 113.91 113.91

30302 退休费 1125.53 1125.53

30307 医疗费补助 96.24 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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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09表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常州大学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 会议费 培训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60.00 50.00 50.00 110.00

注：本表无数据为空。

公开10表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部门名称：常州大学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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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11表

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常州大学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合计

注：“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办公及

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等。本表无数据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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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12表

政府采购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常州大学 单位：万元

采购品目大类 专项名称 经济科目 采购品目名称 采购组织形式

资金来源

总计一般公共预

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其他资金

上年结转和

结余资金

合计 898.00 898.00

货物类 898.00 898.00

常州大学 898.00 898.00

设备购置专项 专用设备购置 基础软件 政府集中采购 145.00 145.00

设备购置专项 专用设备购置 其他专用仪器仪表 委托采购 753.00 7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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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常州大学2021年度收入、支出预算各为96183.74万元，与上年相比

收、支预算总计各增加5518.29万元，增长6.09%。其中：

（一）收入预算总计96183.74万元。包括：

1．本年收入合计96183.74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45780.74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2925.29

万元，增长6.83%。

（2）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19403.0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2593.00

万元，增长15.43%。

（3）事业收入10000.00万元。

（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12000.00万元。

（5）其他收入9000.00万元。

（二）支出预算总计96183.74万元。包括：

1．本年支出合计96183.74万元。

（1）教育支出77669.92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1855.66万元，增长

2.45 %。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845.43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1011.77

万元，增长17.34 %。

（3）住房保障支出11668.39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2650.86万元，

增长29.40%。

2．年终结转结余为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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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常州大学 2021年收入预算合计 96183.74万元，包括本年收入

96183.74万元。

其中：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780.74万元，占47.60%；

本年财政专户管理资金19403.00万元，占20.17%；

本年事业收入10000.00万元，占10.40%；

本年事业单位经营收入12000.00万元，占12.47%；

本年其他收入9000.00万元，占9.36%。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常州大学2021年支出预算合计96183.74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67123.74万元，占69.79%；

项目支出29060.00万元，占30.21%。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常州大学2021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45780.74万元。与上年相

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2925.29万元，增长6.83 %。

五、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常州大学2021年财政拨款预算支出45780.74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

的47.60%。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2925.29万元，增长6.83%。

其中：

（一）教育支出

1．高等教育支出37802.76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1670.26万元，增

长4.62 %。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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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4563.62万元，与上年相比

增加674.51万元，增长17.34 %。

2．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281.81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337.26万元，增长17.34%。

（三）住房保障支出

1．提租补贴支出1132.55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243.26万元，增长

27.35%。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常州大学2021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42480.74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39883.4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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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设备

保障缴费、医疗费、离休费、退休费、医疗费补助等。

（二）公用经费2597.30万元。主要包括：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

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

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常州大学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45780.74万元，与上年相比

增加2925.29万元，增长6.83 %。

八、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常州大学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42480.74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39883.4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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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设备

保障缴费、医疗费、离休费、退休费、医疗费补助等。

（二）公用经费2597.30万元。主要包括：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

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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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常州大学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160.0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50.00万元，占“三公”

经费的31.25%，包含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支出50.00万元；公务接待

费支出110.00万元，占“三公”经费的68.75%。

十、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度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总额898.00万元，其中：拟采购专用设

备支出898.00万元。

十一、预算绩效目标设置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部门整体支出纳入绩效目标管理，全年部门预算资金为

96183.7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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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包括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缴入财政专户、实行专项管理的高中以上

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训班培训费等

教育收费。

三、单位资金：除财政拨款收入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以外的收入，

包括事业收入（不含教育收费）、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及其他收入（包含债务收入、投资收益等）。

四、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

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五、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六、“三公”经费：指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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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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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