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政法大学 

2018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学校基本情况 

西北政法大学是一所法学特色鲜明，哲学、经济学、管

理学、文学等多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现

有雁塔、长安两个校区，占地 1347 亩。学校是国家卓越法

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承担包括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

涉外法律人才和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全部 3个类型的卓越法律

人才培养任务。学校是西北地区法学研究的中心、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学校设有 18 个学院，承担研究生、

本科生的教学任务。设有 32 个本科专业，现有法学等 5 个

一级学科，34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个专业学位硕

士授权点，3 个一级学科省级优秀学科，承担培养“服务西

北地区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博士人才，设有法学一级学科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生 14000 余人，硕

士研究生 2400余人，博士研究生 50 余人。学校汇集了一支

博学敬业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一大批教师获得“全国十大杰

出青年法学家”“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陕西省社科名家”

“陕西省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同时学校还聘有一支由著

名学者、实务专家组成的客座教授和兼职教授队伍。学校法

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为国家级创新实验区，法学实验



实训中心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哲学、侦查学、新闻

传播学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 

二、2018 年学校工作任务 

2018年主要工作任务：聚焦一流学科建设，深入推进学

科建设“四大计划”；坚持立德树人，打造一流本科教学，

构建高水平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坚持引培结合，打造高水平教师队

伍；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社

会服务水平；深入推进以校院两级管理改革为重点的综合改

革，切实提高内部治理水平；持续加强办学条件保障，聚焦

师生关切；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高水平大学建设提高

坚强政治保证。 

三、单位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7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1128人。实有人数 1759

人，在职人员 1201 人，人事代理 89 人，离休人员 22 人，

退休人员 447 人（包含中人 68 人）。具体比例如下图所示： 

 

四、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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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7 年底，全校共有车辆 35 辆，单价 50 万元以

上的通用设备 39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9

台（套）。2018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

价 50 万元以上的设备 6台（套）。 

五、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18年我校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一般公共

预算当年拨款 27346.4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无拨款。 

六、2018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8年收入预算 27346.46万元，2017 年底实户资金余

额 600万元，共计 27946.46 万元。收入预算 27346.46 万元

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4346.46 万元（包含专项资金

列入部门预算的项目 3640 万元）；事业收入 12000 万元;其

他收入 1000 万元。 

2018 年支出预算 27946.46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9278.6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4418.09万元，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 1442.7万元，资本性支出 2807万元。 

2018年收入预算与上年相比，增加了 4975.14万元，主

要原因是将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 3640 万元

列入部门预算。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8 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 14346.46 万元，较上年增加



了 4425.14万元，主要原因是将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改革

发展资金 3640 万元列入部门预算。2018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

算 14346.46 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346.46 万元，较上年

9921.32万元增加了 4425.14万元。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按功能科目分类，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如

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

出 

公用经费

支出 

专项业务经

费支出 

  合计 14,346.46 9,036.47 1,629.99 3,680.00 

205 教育支出 13,719.24 8,409.25 1,629.99 3,680.00 

  20502   普通教育 13,719.24 8,409.25 1,629.99 3,680.00 

    2050205     高等教育 13,719.24 8,409.25 1,629.99 3,68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8.34 228.34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28.34 228.34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28.34 228.34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98.88 398.88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98.88 398.8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98.88 398.88 
  

与上年相比，变化较大的主要是教育支出及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中的人员经费较上年增加了

228.34 万元，公用经费支出减少了 27.59 万元，教育支出中 

人员经费和专项业务经费支出变化较大，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图所示：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按经济科目分类，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如

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编码 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

出 

公用经费

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

支出 

 
合计 14,346.46 9,036.47 1,629.99 3,680.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8,750.03 8,750.03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718.99 
 

1,629.99 1,089.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86.44 286.44 
  

310 资本性支出 2,591.00 
  

2,591.00 

由上图可以看出，工资福利支出中，人员经费支出

8750.03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中，公用经费支出 1629.99

万元，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108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中，人员经费支出 286.44 万元；资本性支出中，专项业务

经费支出 2591万元。其中，与上年相比变化较大的主要有：

工资福利支出中人员经费支出增加了 3534.93万元；商品和

服务支出中专项业务经费支出增加了 1009 万元；资本性支

出中专项业务经费支出增加了 20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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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六）“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2018年财政资金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170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用 40万元，公务接待费 30 万元，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00 万元。本年预算无财政资金安排的

会议费和培训费。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 170万元较 2017年减少了 40

万元，主要是教师出国（境）费用不再作为“三公”经费，

因此因公出国（境）经费减少 40万元。 

（七）单位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年本单位专项业务经费预算 3936 万元，包含出国

出境经费、专项购置经费和其他经费三类，具体项目金额见

下表：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万元） 

 一、出国出境经费 80.00 



      出国出境经费 80.00 

 二、专项购置经费 2,807.00 

      5号教学科研楼标准化考场建设 43.00 

      5号教学科研楼多媒体教室建设 173.00 

      陕西法治政府建设评估数据系统平台 277.00 

      “智慧教室”教学改革示范实验中心建设 575.00 

      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改造提升建设 560.00 

      国家级法科研究生实训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689.00 

      智慧校园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490.00 

  三、其他经费 1,049.00 

      哲学国家级特色专业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建设 200.00 

      “服务西北地区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特殊需

求博士创新人才培养 
502.00 

      高水平师资队伍成长助力工程 300.00 

      科研创新团队建设 47.00 

 专项业务经费合计 3936 

    与 2017 年相比，专项业务经费增加了 3238万元，主要

是增加了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项目预算 3640 万

元。 

（八）政府采购情况。 

2018 年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共 2807 万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类预算 2202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预算 0 元，政府

采购工程类预算 605 万元。 

七、教育收费标准及投诉方式 

（一）学校执行陕西省物价局核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

准。 

1.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费：文法财经类 3500元/人.年，

理工外语类 4500元/人.年，艺术类二类 9000 元/人.年，艺

术三类 11000元/人.年。 

2.成人高等教育学费：全脱产班按本科生相同专业收费



标准收取；半脱产班按全脱产班收费标准的 75%收取。 

  3.研究生学费：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8000元/人.

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9000 元/人.年，博士生学

费 10000 元/人.年，委培、自筹研究生学费双方协商。 

  4.住宿费：雁塔校区有三类标准,即 650 元/人.年、800

元/人.年、1100元/人.年；长安校区有两类标准,即 1000元

/人.年、1200 元/人.年。 

  5.考务费：研究生考试 90元/人；大学外语四级考试 13

元/人，六级考试 15 元/人。 

  （二）学校教育收费投诉方式为： 

  1.校内投诉部门为西北政法大学纪委、监察室。投诉电

话 029-88182234。 

  2.校外投诉部门为陕西省物价局。投诉电话 12358。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是指学校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

各类财政拨款； 

    2.事业收入：是指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

得的收入；75%收取。 

    3.上级补助收入：是指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

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4.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是指学校附属单位按照有关规定

上缴的收入； 



    5.其他收入：是指学校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

入，主要包括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捐

赠收入等。 

 

 

西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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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部门综合预算报表 

西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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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支出经济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一、部门预算 27,346.46 一、部门预算 27,946.46 一、部门预算 27,946.46

  1、财政拨款 14,346.46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24,010.46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4,346.46   2、外交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19,278.67

       其中：专项资金列入部门预算的项目 3,640.00   3、国防支出        (2)商品和服务支出 3,289.09

    (2)政府性基金拨款   4、公共安全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442.70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教育支出 26,055.32        (4)资本性支出

  2、上级补助收入   6、科学技术支出   2、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3,936.00

  3、事业收入 12,000.00   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其中：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收费 12,000.00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8.34        (2)商品和服务支出 1,129.00

  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9、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10、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6、其他收入 1,000.00   11、节能环保支出        (5)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12、城乡社区支出        (6)资本性支出 2,807.00

  13、农林水支出        (7)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14、交通运输支出        (8)对企业补助

  15、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9)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1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0)其他支出

  17、金融支出   3、上缴上级支出

  18、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19、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20、住房保障支出 1,522.80

  21、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3、预备费

  24、其他支出

  25、转移性支出

  26、债务还本支出

  27、债务付息支出

  28、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27,346.46 本年支出合计 27,946.46 本年支出合计 27,946.46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 结转下年

上年实户资金余额 600.00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金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金

上年结转

    其中：财政拨款资金结转

          非财政拨款资金结余

收入总计 27,946.46 支出总计 27,946.46 支出总计 27,946.46

收                   入 支                        出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小计
其中：专项资

金列入部门预
算项目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27,946.46 27,946.46 14,346.46 3,640.00 12,000.00 600.00 1,000.00

27,946.46 27,946.46 14,346.46 3,640.00 12,000.00 600.00 1,000.00

  208011   西北政法大学 27,946.46 27,946.46 14,346.46 3,640.00 12,000.00 600.00 1,000.00

用事业基金弥

补收支差额
上年结转 其他收入

上年实户
资金余额

（非财政
性资金）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总计

部门预算

合计
政府性基金

拨款

上级补助收

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对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小计
其中：专项资
金列入部门预

算的项目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27,946.46 27,946.46 14,346.46 3,640.00 12,000.00 600.00 1,000.00

27,946.46 27,946.46 14,346.46 3,640.00 12,000.00 600.00 1,000.00

  208011   西北政法大学 27,946.46 27,946.46 14,346.46 3,640.00 12,000.00 600.00 1,000.00

上年结转
上年实户

资金余额

公共预算拨款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总计

部门预算

合计
政府性基金拨

款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对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其他收入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支出经济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14,346.46 一、财政拨款 14,346.46 一、财政拨款 14,346.46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4,346.46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10,666.46

     其中：专项资金列入部门预算的项目 3,640.00   2、外交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8,750.03

  2、政府性基金拨款   3、国防支出        (2)商品和服务支出 1,629.99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公共安全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86.44

  5、教育支出 13,719.24        (4)资本性支出

  6、科学技术支出   2、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3,680.00

  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8.34        (2)商品和服务支出 1,089.00

  9、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10、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11、节能环保支出        (5)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12、城乡社区支出        (6)资本性支出 2,591.00

  13、农林水支出        (7)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14、交通运输支出        (8)对企业补助

  15、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9)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1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0)其他支出

  17、金融支出   3、上缴上级支出

  18、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19、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20、住房保障支出 398.88

  21、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3、预备费

  24、其他支出

  25、转移性支出

  26、债务还本支出

  27、债务付息支出

  28、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4,346.46 本年支出合计 14,346.46 本年支出合计 14,346.46

上年结转 结转下年 结转下年

    其中：财政拨款资金结转

         非财政拨款资金结余

收入总计 14,346.46 支出总计 14,346.46 支出总计 14,346.46

收                   入 支                        出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功能科目分）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 ** 1 2 3 4 **

合计 14,346.46 9,036.47 1,629.99 3,680.00

205 教育支出 13,719.24 8,409.25 1,629.99 3,680.00

  20502   普通教育 13,719.24 8,409.25 1,629.99 3,680.00

    2050205     高等教育 13,719.24 8,409.25 1,629.99 3,68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8.34 228.34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28.34 228.34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28.34 228.34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98.88 398.88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98.88 398.8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98.88 398.88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经济分类科目分）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编码 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 ** 1 2 3 4 **

合计 14,346.46 9,036.47 1,629.99 3,680.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8,750.03 8,750.03

  30101   基本工资 3,712.96 3,712.96

  30102   津贴补贴 405.84 405.84

  30107   绩效工资 1,856.00 1,856.0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036.16 2,036.16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256.32 256.32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83.87 83.87

  30113   住房公积金 398.88 398.88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718.99 1,629.99 1,089.00

  30201   办公费 200.00 200.00

  30202   印刷费 80.00 80.00

  30205   水费 240.00 240.00

  30206   电费 150.00 150.00

  30207   邮电费 40.00 40.00

  30208   取暖费 210.00 21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80.00 80.00

  30211   差旅费 290.00 290.00

  302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40.00 4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30.00 3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0.00 1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173.58 173.58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085.41 36.41 1,049.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86.44 286.44

  30301   离休费 228.34 228.34

  30307   医疗费补助 50.00 50.00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8.10 8.10

310 资本性支出 2,591.00 2,591.00

  31003   专用设备购置 1,746.00 1,746.00

  310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240.00 240.00

  310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605.00 605.00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按功能科目分）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 ** 1 2 3 **

合计 10,666.46 9,036.47 1,629.99

205 教育支出 10,039.24 8,409.25 1,629.99

  20502   普通教育 10,039.24 8,409.25 1,629.99

    2050205     高等教育 10,039.24 8,409.25 1,629.99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8.34 228.34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28.34 228.34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28.34 228.34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98.88 398.88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98.88 398.8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98.88 398.88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按经济分类科目分）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编码 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 ** 1 2 3 **

合计 10,666.46 9,036.47 1,629.99

301 工资福利支出 8,750.03 8,750.03

  30101   基本工资 3,712.96 3,712.96

  30102   津贴补贴 405.84 405.84

  30107   绩效工资 1,856.00 1,856.0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036.16 2,036.16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256.32 256.32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83.87 83.87

  30113   住房公积金 398.88 398.88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629.99 1,629.99

  30201   办公费 200.00 200.00

  30202   印刷费 80.00 80.00

  30205   水费 240.00 240.00

  30206   电费 150.00 150.00

  30207   邮电费 40.00 40.00

  30208   取暖费 210.00 21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80.00 80.00

  30211   差旅费 290.00 29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30.00 3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0.00 1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173.58 173.58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6.41 36.41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86.44 286.44

  30301   离休费 228.34 228.34

  30307   医疗费补助 50.00 50.00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8.10 8.10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支出经济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一、政府性基金拨款 一、科学技术支出 一、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四、节能环保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五、城乡社区支出     其他资本性支出

六、农林水支出 二、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七、交通运输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八、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九、商业服务等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十、金融支出     债务付息及费用支出

十一、其他支出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十二、转移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

十三、债务还本支出     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对企业补助

十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其他支出

三、上缴上级支出

四、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收                   入 支                        出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简介

** ** 1 **

合计 3,936.00

3,936.00

  208011   西北政法大学 3,936.00

    出国出境经费 80.00

       出国出境经费 80.00

    专项购置经费 2,807.00

       5号教学科研楼标准化考场建设 43.00

       5号教学科研楼多媒体教室建设 173.00

       陕西法治政府建设评估数据系统平台 277.00

       “智慧教室”教学改革示范实验中心建设 575.00

 
      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改造提升建
设

560.00

       国家级法科研究生实训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689.00

       智慧校园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490.00

    其他经费 1,049.00

 
      哲学国家级特色专业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
建设

200.00

 
      “服务西北地区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特
殊需求博士创新人才培养

502.00

       高水平师资队伍成长助力工程 300.00

       科研创新团队建设 47.00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政府采购（资产配置、购买服务）预算表

单位：万元

类 款 项 类 款

** ** ** ** ** ** ** ** 1 ** ** ** 2 **

合计 2,807.00

2,807.00

  208011   西北政法大学 2,807.00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标准化考场建设教学设备 H3C楼层交换机 2 310 03 9月 1.20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标准化考场建设教学设备 成都佳发集中存储服务器 2 310 03 9月 9.60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标准化考场建设教学设备 成都佳发高清网络半球摄像机36 310 03 9月 13.68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标准化考场建设教学设备 成都佳发电视墙管理服务器、主机、三合一服务器3 310 03 9月 14.80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标准化考场建设教学设备 邦华手机屏蔽仪 24 310 03 9月 2.04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标准化考场建设教学设备 快鱼130KY高灵敏度拾音器 24 310 03 9月 1.68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设备 松下WX-4800/CH手持型无线话筒28 310 03 9月 5.60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设备 C-MARK GA500数字功放 28 310 03 9月 22.40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设备 C-MARK KT80专业音箱 88 310 03 9月 16.72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设备 宝视来RUX405投影机 28 310 03 9月 35.84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设备 红叶投影幕、吊架 28 310 03 9月 3.00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设备 松下WX-R800/CH UHM无线接收器28 310 03 9月 7.00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设备 艾威康MCS-500S中央控制系统28 310 03 9月 4.48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设备 HP480G1台式电脑 28 310 03 9月 10.86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设备 C-MARK OK4000前级处理器 28 310 03 9月 9.24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设备 艾礼安多媒体防盗报警系统 28 310 03 9月 8.58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设备 虹日多媒体控制台 28 310 03 9月 4.48

205 02 05     208011     5号教学科研楼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设备 固定式联排座椅 1,280 310 99 9月 44.80

205 02 05     208011     陕西法治政府建设评估数据系统平台台式计算机 联想ThinkCentre M8600t 50 310 03 9月 35.00

205 02 05     208011     陕西法治政府建设评估数据系统平台服务器 联想System x3850 X6(3837I01) 2 310 03 9月 13.00

205 02 05     208011     陕西法治政府建设评估数据系统平台教学设备 办公及电脑桌椅、板凳 50 310 03 9月 16.00

205 02 05     208011     陕西法治政府建设评估数据系统平台教学设备 金电网安网闸 2 310 03 9月 30.00

205 02 05     208011     陕西法治政府建设评估数据系统平台教学设备  HiteVision电子白板 2 310 03 9月 6.00

205 02 05     208011     陕西法治政府建设评估数据系统平台软件开发设计及升级 北大软件法制政府评估数据系统1 310 03 9月 40.00

205 02 05     208011     陕西法治政府建设评估数据系统平台软件开发设计及升级 北大软件法治政府搜索引擎 1 310 03 9月 20.00

205 02 05     208011     陕西法治政府建设评估数据系统平台软件开发设计及升级 北大软件政府建设评估数据系统演示平台1 310 03 9月 20.00

205 02 05     208011     陕西法治政府建设评估数据系统平台房屋装饰、装潢工程 机房及专用实验室装修 2 310 99 9月 97.00

预算金额 说明
经济科目编码

购买服务内容
实施采购
时间

科目编码
单位编码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规格型号 数量



 

 

 

205 02 05     208011     “智慧教室”教学改革示范实验中心建设中间件软件 管控中心服务软件 、录播服务软件、集控端软件、大屏拼接软件、U-EDIT广播级非线性编辑软件、上洋资源管理平台软件1 310 03 9月 33.00

205 02 05     208011     “智慧教室”教学改革示范实验中心建设教学设备 录播、上传 1 310 03 9月 137.00

205 02 05     208011     “智慧教室”教学改革示范实验中心建设教学设备 URP教学系统 1 310 03 9月 200.00

205 02 05     208011     “智慧教室”教学改革示范实验中心建设教学设备 管理监控系统 1 310 03 9月 53.00

205 02 05     208011     “智慧教室”教学改革示范实验中心建设教学设备 考勤系统 1 310 03 9月 2.00

205 02 05     208011     “智慧教室”教学改革示范实验中心建设教学设备 存储系统 1 310 03 9月 150.00

205 02 05     208011     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改造提升建设数据库管理系统 教学案例影像数据库 1 310 03 9月 20.00

205 02 05     208011     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改造提升建设中间件软件 模拟法庭教学软件、虚拟法庭仿真教学软件2 310 03 9月 60.00

205 02 05     208011     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改造提升建设中间件软件 模拟法庭音视频直播软硬件系统1 310 03 9月 80.00

205 02 05     208011     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改造提升建设教学设备 更换综合模拟法庭（500座）、模拟英美法庭（100座）、法律诊所教室（70座）的损坏桌椅，800 310 03 9月 160.00

205 02 05     208011     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改造提升建设教学设备 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庭的审判桌椅2 310 03 9月 50.00

205 02 05     208011     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改造提升建设教学设备 85寸智能显示屏 4 310 03 9月 40.00

205 02 05     208011     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改造提升建设教学设备 无线拾放音音响系统 3 310 03 9月 30.00

205 02 05     208011     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改造提升建设教学设备 欧陆法庭的数字化庭审录播系统，英美模拟法庭的多媒体教学设备2 310 03 9月 50.00

205 02 05     208011     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改造提升建设教学设备 悬挂式投影仪 4 310 03 9月 8.00

205 02 05     208011     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改造提升建设房屋装饰、装潢工程 犯罪嫌疑人临时羁押室 1 310 99 9月 20.00

205 02 05     208011     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改造提升建设房屋装饰、装潢工程 模拟法庭 1 310 99 9月 22.00

205 02 05     208011     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改造提升建设房屋装饰、装潢工程 刑事案件当事人会见室、案卷实训室2 310 99 9月 20.00

205 02 05     208011     国家级法科研究生实训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教学设备 圆桌型研讨室，配备会议桌椅、lcd点阵式高分辨率背景墙、电子白板、电脑、音响设备、复印传真一体机和档案柜等设施3 310 03 9月 114.00

205 02 05     208011     国家级法科研究生实训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教学设备 标准化自动录播教室，包括一套四机位全自动录播系统、一套后期制作非线性系统，以及一间标准化教室1 310 03 9月 87.00

205 02 05     208011     国家级法科研究生实训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教学设备 数字化模拟法庭，配备扬声系统、lcd点阵式高分辨率背景墙、会议桌椅、柜子、电脑、录像机、投影机等设施1 310 03 9月 292.00

205 02 05     208011     国家级法科研究生实训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房屋装饰、装潢工程 数字化模拟法庭和圆桌型研讨室环境改造4 310 99 9月 196.00

205 02 05     208011     智慧校园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服务器 机架式服务器，单台满足2颗cpu、512G内存、12块2.5"900G硬盘、标配SAS磁盘控制器支持RAID 0/1/10、集成2个高性能千兆以太网控制器，支持虚拟化加速、网络加速、负载均衡、冗余等高级功能。10 310 07 9月 60.00

205 02 05     208011     智慧校园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服务器 联想System x3850 X6核心服务器3 310 07 9月 165.00

205 02 05     208011     智慧校园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中间件软件  数据复制备份软件要达到机房建设标准B级1 310 07 9月 10.00

205 02 05     208011     智慧校园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教学设备 校园网核心设备万兆互联，购置两块H3C万兆板块，配置万兆模块2 310 07 9月 5.00

205 02 05     208011     智慧校园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房屋装饰、装潢工程  数据中心机房环境要达到电子信息系统机房B级，包括机房装修、数据中心消防、动环监测、精密空调、模块化机柜、UPS、机房防雷等1 310 99 9月 250.00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

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

置费

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

费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10-1 20=11-2 21=12-3 22=13-4 23=14-5 24=15-6 25=16-7 26=17-8 27=18-9

合计 210.00 210.00 80.00 30.00 100.00 100.00 170.00 170.00 40.00 30.00 100.00 100.00 -40.00 -40.00 -40.00

210.00 210.00 80.00 30.00 100.00 100.00 170.00 170.00 40.00 30.00 100.00 100.00 -40.00 -40.00 -40.00

  208011   西北政法大学 210.00 210.00 80.00 30.00 100.00 100.00 170.00 170.00 40.00 30.00 100.00 100.00 -40.00 -40.00 -40.00

会议费 培训费

增减变化情况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会议费 培训费

2017年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小计

因公出国

（境）费
用

公务接待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会议费 培训费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2018年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小计

因公出国

（境）费
用

公务接待
费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小计
因公出国
（境）费用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17350.03 7945.31 9404.72

3371.34 1091.16 2280.18

3289.09 1629.99 1659.1

80 40 40

2807 2591 2807

1049 1049 1049

27946.46 14346.46 17240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级指标

备    注：年度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指标1：教师满意度 ≥99%

 指标2：学生满意度 ≥99%

 指标3：社会满意度 ≥95%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二级指标

产出指标

 指标1：科学研究水平 中长期

 指标2：法学理论与经济社会生活的结合 中长期

 指标3：促进学校健康持续发展 中长期

 指标2：学生掌握的法学理论及法律操作能力 有所提升

 指标3：学校科研能力 有所提升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对综合开发利用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
生态建设的作用。 作用很大

≥2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是否有利于服务对象经济收入的增加 是

 指标2：是否有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 是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学校社会影响力 有所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购置教学仪器等设备 ≥2000万元

 指标2：购置图书 ≥300万元

 指标3：生均教学经费 ≥4万/生

 指标4：师均科研经费

其他经费

金额合计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指标8：学生宿舍空调安装率

 指标4：购置教学仪器的质量达标率

 指标1：高层次师资队伍建设水平

 指标9：自编特色教材

 指标6：实验室建设投入

100%

≥99%

 指标5：科研成果转化率 有所提升

 指标6：四级通过率 70%

 指标7：六级通过率 27%

有所提升

 指标1：截止2018年底，结题项目占应结题项目比
例

≥95%

 指标3：政府采购完成率 ≥98%

 指标2：购置图书、教学仪器设备采购完成率 ≥95%

 指标2：教师国际化水平 有所提升

 指标3：毕业生就业率 85.00%

 指标15：各级各类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15人次以上

 指标16：国家公派访学项目派出教师 20人以上

 指标17：维修改造学生宿舍 1000间以上

 指标12：科研项目立项 20项以上

 指标13：全校C类以上论文 80篇以上

 指标14：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进站人数 15人以上

20部

 指标10：“十三五”期间第二批新专业课程建设 30门

 指标11：研究生校级特色课和精品课程 20门

1000万

 指标7：参加各类比赛次数 86次

 指标8：开展就业辅导活动 200次

 指标3：教职工健康体检 1700余人次

 指标4：购置各类教学仪器等设备 200台以上

 指标5：参加实习人数 3500人

指标内容 指标值

 指标1:确保全校教职工人员经费的发放 1600人

 指标2：修缮教室 80间以上

 目标1：保障教职工人员经费的发放，保障学生教学、实习等活动正常开展。通过雁塔校区图书馆的装修改造、雁塔
校区学生宿舍空调安装、建设大学生活动中心、启动法律实务实训基地等项目，改善和优化办学条件，推进校园基本
建设，保障16000余名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
 目标2：提升后勤、医疗服务水平。加强两校区校园美化及环境改造工作，改善师生就医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
水平，做好教职工健康体检工作，提升后勤服务保障能力。
 目标3：支持教育教学改革。深化本科专业综合改革，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和实验实践教学，提高学生教育管理服务，
打造一流本科教学；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建设校级特色课和精品课程，推进研究生课程建设，构建高水平研究
生教育培养体系。
 目标4：支持教学科研设施建设。通过建设、修缮校园基础设施，购置教学及科研仪器设备，进一步改善学校的教学
环境，持续加强办学条件保障。
 目标5：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积极申报科研项目、拓展项目申报渠道，提高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打造学
术团队，发挥学科优势，完善科研制度，建设科研平台，激发科研成果产出，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目标6：高层次师资队伍建设。加大人才引培力度，拓展人才引进渠道，鼓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充分发挥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的人才培养和储备功能，引进和培养一批一流的学术和学科人才；实施海外教师研修计划，推进现有国
家公派访学项目，拓宽引智渠道，提高外国专家数量与质量，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

任务2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任务3 日常公用经费

任务4 出国出境经费

任务5 专项购置经费

任务6

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  2018 年度）

部门（单位）名称 西北政法大学

预算金额（万元）

任务1 工资福利支出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年度
主要
任务



 

 

 

 

 

 

 

 

 实施期资金总额： 47万

       其中：财政拨款 47万

             其他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二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1：新建青年创新团
队

5个 5个

 指标2：建设重点研究基
地团队

10个 10个

 指标3：建设实体性研究
机构科研团队

10个 10个

 指标4：新增获批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

50项 50项

 指标1：学校科研创新能
力

提高 提高

 指标2：服务国家、区域
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

提高 提高

 指标1：青年创新团队 10万/年 10万/年

 指标2：研究基地团队 10万/年 10万/年

 指标3：实体性研究机构
团队

30万/年 30万/年

 指标4：学术研究机构团
队

5万/年 5万/年

 指标5：国家级科研项目
团队

20万/年 20万/年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创新团队的学术
创新能力

提升
经济效益

指标
提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学校哲学社会科
学服务能力

提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服务国家和地方
社会经济发展及法治建设

提升
生态效益

指标
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学校综合竞争实
力

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提升

 指标1：学校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2：社会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5：国家级科研项目团
队

备         注：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产
出
指
标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学校满意度

 指标2：社会满意度

 指标1：学校综合竞争实力

 指标1：服务国家和地方社
会经济发展及法治建设

 指标4：学术研究机构团队

效
益
指
标

 指标1：创新团队的学术创
新能力
 指标1：学校哲学社会科学
服务能力

 指标1：青年创新团队

 指标2：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团队
 指标3：建设实体性研究机
构科研团队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1：学校科研创新能力

 指标2：服务国家、区域和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指标4：新增获批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通过创新团队的建设，将有力促进学科发展、进而推动学校
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建设，形成人才队伍建设与创新团队和科研平台建
设的良性互动，培养、打造出一批具有年龄优势，富有朝气和创造
力，有极大发展潜力的中青年骨干教师。
 目标2：加强学校创新团队和科研平台的建设，实现国家级科研平台
零的突破，提升现有创新团队的学术创新能力和业界的影响力，使学
校的特色优势将更加明显，综合竞争实力将大大加强，为国家和地方
社会经济发展、法治建设做出贡献。

 目标1：通过创新团队的建设，将有力促进学科发展、进而推动
学校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建设，形成人才队伍建设与创新团队和科
研平台建设的良性互动，培养、打造出一批具有年龄优势，富有
朝气和创造力，有极大发展潜力的中青年骨干教师。
 目标2：加强学校创新团队和科研平台的建设，实现国家级科研
平台零的突破，提升现有创新团队的学术创新能力和业界的影响
力，使学校的特色优势将更加明显，综合竞争实力将大大加强，
为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法治建设做出贡献。

绩
效
指
标

指标内容

 指标2：研究基地团队

 指标3：实体性研究机构团
队

 指标1：新建青年创新团队

资金金额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7万

       其中：财政拨款 47万

             其他资金

2018年部门预算财政资金专项业务经费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科研创新团队建设

主管部门 陕西省教育厅 实施期限 一年



 

 

 

 

 实施期资金总额： 300万

       其中：财政拨款 300万

             其他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二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1：培训教师团队 10人 10人

 指标2：国外及港澳台地
区访学

45人 45人

 指标3：国内访学 60人 60人

 指标4：“双千计划” 30人 30人

 指标5：支持青年教师攻
读博士学位

60人 60人

 指标6：邀请国内外专家
校内培训

20次 20次

 指标7：派出教师参加校
外(含省外)培训

150人次 150人次

 指标1：学校具有博士学
历人数

提高 提高

 指标2：教师的教学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提高 提高

 指标1：连续三年派往国
外及港澳台地区大学交流

45人左右 45人左右

 指标2：力争到2020年参
加国内外访学交流的教师

200人左右 200人左右

 指标3：三年内支持鼓励
青年骨干教师攻读博士学
位

40人 40人

 指标1：培训教师团队 3万/人 3万/人

 指标2：国外及港澳台地
区访学

10万/人年 10万/人年

 指标3：国内访学 1.5万/人年 1.5万/人年
 指标4：青年教师攻读博
士学位

110万/人 110万/人

 指标5：校内培训专家课
时费等相关费用

1.1万/人次 1.1万/人次

 指标6：教师参加校外培
训

0.1万/人次 0.1万/人次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西北地区法学师
资教育

提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

 指标1：以人影响人、以
智力资源再生智力资源良
性循环机制

提升 提升

 指标2：教师整体专业化
水平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指标1：教师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2：学生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3：学校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7：派出教师参加校外
(含省外)培训

 指标5：校内培训专家课时
费等相关费用

 指标6：教师参加校外培训

备         注：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教师满意度

 指标2：学生满意度

 指标3：学校满意度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以人影响人、以智
力资源再生智力资源良性循
环机制
 指标2：教师整体专业化水
平

 指标1：西北地区法学师资
教育

 指标2：国外及港澳台地区
访学
 指标3：国内访学
 指标4：青年教师攻读博士
学位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指标1：连续三年派往国外
及港澳台地区大学交流
 指标2：力争到2020年参加
国内外访学交流的教师

 指标3：三年内支持鼓励青
年骨干教师攻读博士学位

 指标1：培训教师团队

 指标2：国外及港澳台地区
访学

 指标3：国内访学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1：学校具有博士学历
人数
 指标2：教师的教学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指标4：“双千计划”

 指标5：支持青年教师攻读
博士学位

 指标6：邀请国内外专家校
内培训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建立专职+兼职教师培训团队，创建本校内在造血功能，实现
以人影响人、以智力资源再生智力资源良性循环机制，形成教师持续
发展、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
 目标2：建立西北地区法学教学法培训、示范中心，一是填补西北地
区法学师资教育空白，为西北地区培养培育更多更优质的法学教师提
供保障；二是为探索法学科学教学法的实效性提供研究平台，为探索
法学教育“为谁教、教什么、教给谁、怎么教”的重大课题创造有利
条件，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发挥中国智慧、中国实践。
 目标3：拓宽教师成长空间，使能力得到提升 。“西北政法大学高层
次师资培养与交流方案”是一个从青年教师到全员教师的持续性培训
与再教育的宏大工程，是教师自我觉悟与全校联动、合力促进内涵发
展的重要课题，在这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教师的价值得到更加深入
的挖掘与全面的发挥，更多优秀的教师成为教育栋梁，更多“好的教
师”成为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工作者。

 目标1：建立专职+兼职教师培训团队，创建本校内在造血功
能，实现以人影响人、以智力资源再生智力资源良性循环机制，
形成教师持续发展、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
 目标2：建立西北地区法学教学法培训、示范中心，一是填补西
北地区法学师资教育空白，为西北地区培养培育更多更优质的法
学教师提供保障；二是为探索法学科学教学法的实效性提供研究
平台，为探索法学教育“为谁教、教什么、教给谁、怎么教”的
重大课题创造有利条件，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发挥中国智慧、中
国实践。
 目标3：拓宽教师成长空间，使能力得到提升 。“西北政法大
学高层次师资培养与交流方案”是一个从青年教师到全员教师的
持续性培训与再教育的宏大工程，是教师自我觉悟与全校联动、
合力促进内涵发展的重要课题，在这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教师
的价值得到更加深入的挖掘与全面的发挥，更多优秀的教师成为
教育栋梁，更多“好的教师”成为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工作者。

绩
效
指
标

指标内容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指标1：培训教师团队

 年度资金总额： 300万

       其中：财政拨款 300万

             其他资金

产
出
指
标

2018年部门预算财政资金专项业务经费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高水平师资队伍成长助力工程

主管部门 陕西省教育厅 实施期限 一年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02万

       其中：财政拨款 502万

             其他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二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1：综合性学术交流
中心

1间 1间

 指标2：学术交流中心 每个博士方向1间 每个博士方向1间

 指标3：博士生宿舍改造 24间 24间

 指标1：博士项目人才培
养的教学、研究条件

改善 改善

 指标2：信息资料的收藏
、检索等服务

提高 提高

 指标3：博士生学习和生
活条件

提高 提高

 指标1：截止2018年底 完成博士生宿舍改造 完成博士生宿舍改造

 指标2：截止2018年底
完成博士项目图书资

料信息中心建设
完成博士项目图书资
料信息中心建设

 指标1：图书等资料购置 150万 150万

 指标2：设备购置 328万 328万

 指标3：环境改善 24万 24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服务西北地区的
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

提高
社会效益

指标
提高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培养维护西北地
区的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
的高级法律人才

持续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持续提升

 指标1：学生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2：社会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3：用人单位满意度 满意 满意

2018年部门预算财政资金专项业务经费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服务西北地区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特殊需求博士创新人才培养

主管部门 陕西省教育厅 实施期限 一年

资金金额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02万

       其中：财政拨款 502万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通过改善现有配套软硬件设施设备，建设适应项目博士人才
培养需要改善博士生学习和生活条件，培养维护西北地区的稳定发展
与国家安全的高级法律人才。
 目标2：为服务西北地区的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提供全面、综合的图
书信息资料，为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政策咨询提供信息资料的收藏
、检索等服务。

 目标1：通过改善现有配套软硬件设施设备，建设适应项目博士
人才培养需要改善博士生学习和生活条件，培养维护西北地区的
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的高级法律人才。
 目标2：为服务西北地区的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提供全面、综合
的图书信息资料，为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政策咨询提供信息资
料的收藏、检索等服务。

绩
效
指
标

指标内容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综合性学术交流中
心

 指标2：学术交流中心

 指标3：博士生宿舍改造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1：博士项目人才培养
的教学、研究条件
 指标2：信息资料的收藏、
检索等服务
 指标3：博士生学习和生活
条件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指标1：截止2018年底

 指标1：截止2018年底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指标1：图书等资料购置

 指标2：设备购置

 指标3：环境改善

 指标1：服务西北地区的稳
定发展与国家安全
 指标1：培养维护西北地区
的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的高
级法律人才

备         注：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学生满意度

 指标2：社会满意度

 指标3：用人单位满意度



 

 

 

 

 

 

 

 

 

 

 实施期资金总额： 200万

       其中：财政拨款 200万

             其他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二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1：引进高层次人才 1-2名 1-2名

 指标2：支持青年教师攻
读博士学位

3名 3名

 指标3：举办全国或省级
专业学术会议

2次 2次

 指标1：专业发展和教学
条件的硬件建设

改善 改善

 指标2：师资队伍建设 改善 改善

 指标3：实践教学环节和
教学研究

加强 加强

 指标1：关中文化书院建
设与升级改造

110万 110万

 指标2：图书文献数据库
网络资源

90万 90万

…… ……

 指标1：学生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2：教师满意度 满意 满意

2018年部门预算财政资金专项业务经费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哲学国家级特色专业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建设

主管部门 陕西省教育厅 实施期限 一年

资金金额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0万

       其中：财政拨款 200万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育人质量的提升。通过项目实施，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
教学实践基地建设中，开展教学研究，进行教学改革，按计划、分阶
段地提高教学团队的教学水平，凸显教学效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目标2：师资队伍的建设优化。经过本项目建设，建成一支由学术带
头人为首，以教学骨干为主体，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及教辅人员组
成的梯次合理的教学队伍。
 目标3：特色专业的强化。通过对已有教学成果的进一步总结、完善
和强化，使专业特色更加明显，优势更加突出，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
高。
 目标4：科研与教学相得益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以教学促进科
研，以科研强化教学，一方面将最新研究成果引入教学领域，有效促
进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改革，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
从课题选择等方面进行合理的的目标确定，形成既符合教学需要又发
挥个人优势的研究方向，使科研资源与教学目标合理配置，充分发挥
教学与科研的合力作用。

 目标1：育人质量的提升。通过项目实施，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
教学实践基地建设中，开展教学研究，进行教学改革，按计划、分阶
段地提高教学团队的教学水平，凸显教学效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目标2：师资队伍的建设优化。经过本项目建设，建成一支由学术带
头人为首，以教学骨干为主体，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及教辅人员组
成的梯次合理的教学队伍。
 目标3：特色专业的强化。通过对已有教学成果的进一步总结、完善
和强化，使专业特色更加明显，优势更加突出，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
高。
 目标4：科研与教学相得益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以教学促进科
研，以科研强化教学，一方面将最新研究成果引入教学领域，有效促
进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改革，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
从课题选择等方面进行合理的的目标确定，形成既符合教学需要又发
挥个人优势的研究方向，使科研资源与教学目标合理配置，充分发挥
教学与科研的合力作用。

绩
效
指
标

指标内容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引进高层次人才

 指标2：支持青年教师攻读
博士学位
 指标3：举办全国或省级专
业学术会议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1：专业发展和教学条
件的硬件建设

 指标2：师资队伍建设

 指标3：实践教学环节和教
学研究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指标1：关中文化书院建设
与升级改造
 指标2：图书文献数据库网
络资源

备         注：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学生满意度

 指标2：教师满意度



 

 

 

 

 

 

 

 

 

 

 

 实施期资金总额： 490万

       其中：财政拨款 490万

             其他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二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1：辅助决策能力 提高 提高

 指标2：学校办学效率 提高 提高

 指标1：大数据平台（引
擎）

120万 120万

 指标2：网络行为大数据
分析平台

60万 60万

 指标3：无线大数据分析
平台

50万 50万

 指标4：大数据主题分析
应用

100万 100万

 指标5：一站式综合服务
平台升级改造

60万 60万

 指标6：各部门业务应用
系统建设

100万 …… 100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信息化程度 提高
经济效益

指标
提高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学校影响力和知
名度

提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促进学校的发展 提高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提高

 指标1：学校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2：教职工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3：学生满意度 满意 满意

             其他资金

2018年部门预算财政资金专项业务经费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智慧校园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主管部门 陕西省教育厅 实施期限 一年

绩
效
指
标

指标内容

资金金额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90万

       其中：财政拨款 490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1：辅助决策能力

 指标2：学校办学效率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构建集教学、科研、服务、管理、生活为一体的智慧校园平
台，使信息化与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紧密结合，为学校各项工作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目标2：全面推动校园内部的信息共享能力，从而提升各方面的辅助
决策能力
 目标3：提升信息化学校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的支撑能力，进而
提高学校办学效率，提高学校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对学校的发展具有
深远的影响。

 目标1：构建集教学、科研、服务、管理、生活为一体的智慧校园平
台，使信息化与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紧密结合，为学校各项工作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
 目标2：全面推动校园内部的信息共享能力，从而提升各方面的辅助决
策能力
 目标3：提升信息化学校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的支撑能力，进而提
高学校办学效率，提高学校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对学校的发展具有深远
的影响。

成本指标

 指标1：大数据平台（引
擎）
 指标2：网络行为大数据分
析平台

 指标5：一站式综合服务平
台升级改造

 指标3：无线大数据分析平
台

 指标4：大数据主题分析应
用

 指标1：学校影响力和知名
度

 指标6：各部门业务应用系
统建设

 指标1：促进学校的发展

效
益
指
标

 指标1：信息化程度

备         注：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成本指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学校满意度

 指标2：教职工满意度

 指标3：学生满意度



 

 

 

 

 

 

 

 

 

 实施期资金总额： 689万

       其中：财政拨款 689万

             其他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二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1：数字化模拟法庭 1个 1个

 指标2：圆桌型研讨室 3个 3个

 指标3：标准化自动录播
教室

1间 1间

 指标1：现有省级示范基
地条件

改善 改善

 指标2：研究生培养质量 提高 提高

 指标3：实训实践教学条
件

改善 改善

 指标1：截止2018年底
完成校内实训实践环

境改造
完成校内实训实践环境改

造

 指标2：截止2018年底
完成校外实训基地建

设
完成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指标1：数字化模拟法庭 292万 292万

 指标2：圆桌型研讨室 114万 114万

 指标3：标准化自动录播
教室

87万 87万

 指标1：引进优质司法资
源进入学校

提高 提高

 指标2：培养德法兼修的
法治人才

提升 提升

 指标1：适应司法体制改
革对高素质法律人才的需
求

提高 提高

 指标2：与司法实务部门
合作

提高 提高

 指标1：法科研究生教育
改革

促进 促进

 指标2：打破高校与社会
之间的制度壁垒

促进 促进

 指标1：学生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2：就业单位满意度 满意 满意

2018年部门预算财政资金专项业务经费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国家级法科研究生实训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主管部门 陕西省教育厅 实施期限 一年

资金金额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89万

       其中：财政拨款 689万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改善我校现有实训实践教学条件，更好地承担我校法科研究
生实训实践教育任务，促进法科研究生教育改革
 目标2：引进优质司法资源进入学校、进入课堂，成为优质的教育资
源，打破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壁垒，深化与司法实务部门合作。
 目标3：提升法科研究生的司法实践能力、法律职业道德和科研创新
能力，培养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

 目标1：改善我校现有实训实践教学条件，更好地承担我校法科研究
生实训实践教育任务，促进法科研究生教育改革
 目标2：引进优质司法资源进入学校、进入课堂，成为优质的教育资
源，打破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壁垒，深化与司法实务部门合作。
 目标3：提升法科研究生的司法实践能力、法律职业道德和科研创新
能力，培养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

绩
效
指
标

指标内容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数字化模拟法庭

 指标2：圆桌型研讨室

 指标3：标准化自动录播教
室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1：现有省级示范基地
条件

 指标2：研究生培养质量

 指标3：实训实践教学条件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指标1：截止2018年底

 指标1：截止2018年底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指标1：数字化模拟法庭

 指标2：圆桌型研讨室

 指标3：标准化自动录播教
室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引进优质司法资源
进入学校
 指标2：培养德法兼修的法
治人才

社会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适应司法体制改革
对高素质法律人才的需求

 指标2：与司法实务部门合
作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法科研究生教育改
革
 指标2：打破高校与社会之
间的制度壁垒

备         注：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学生满意度

 指标2：就业单位满意度



 

 

 

 

 

 

 

 

 

 实施期资金总额： 560万

       其中：财政拨款 560万

             其他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二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1：实验室建筑面积 增加30% 增加30%

 指标2：实验教学场所 4间 4间

 指标3：同时容纳实验实
训教学人数

增加35% 增加35%

 指标4：新开法学专业实
验实训课程

3门 3门

 指标5：新开实验实训教
学项目

20项 20项

 指标1：法学专业实践实
验教学条件

改善 改善

 指标2：法学实验教学的
受益面

扩大 扩大

 指标3：法学专业实践教
学环节在专业学分中的比
重

提高 提高

时效指标  指标1：2019年 投入教学使用 时效指标 投入教学使用

 指标1：设备购置费 461万 461万

 指标2：软件购置费 99万 99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法学专业整体实
践教学水平

提高
经济效益

指标
提高

 指标1：学校和实务部门
的交流沟通

加强 加强

 指标2：联合培养人才新
机制

推进 推进

 指标1：学校法学专业实
践教学体系改革

推动 推动

 指标2：学习方式改革 促进 促进

 指标1：学生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2：社会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3：学校满意度 满意 满意

2018年部门预算财政资金专项业务经费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改造提升建设

主管部门 陕西省教育厅 实施期限 一年

资金金额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60万

       其中：财政拨款 560万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改善学校法学专业实践实验教学条件，增强实践实验教学效
果，扩大法学实验教学的受益面，提高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在专业
学分中的比重。
 目标2：高学校法学专业的整体实践教学水平，有利于中心持续发挥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示范引领作用。
 目标3：加强学校和实务部门的交流和沟通，推进学校和实务部门联
合培养人才新机制的不断发展。

 目标1：改善学校法学专业实践实验教学条件，增强实践实验教学效
果，扩大法学实验教学的受益面，提高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在专业
学分中的比重。
 目标2：高学校法学专业的整体实践教学水平，有利于中心持续发挥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示范引领作用。
 目标3：加强学校和实务部门的交流和沟通，推进学校和实务部门联
合培养人才新机制的不断发展。

绩
效
指
标

指标内容

产
出
指
标

 指标1：实验室建筑面积

 指标2：实验教学场所

 指标3：同时容纳实验实训
教学人数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1：法学专业实践实验
教学条件
 指标2：法学实验教学的受
益面

 指标3：法学专业实践教学
环节在专业学分中的比重

 指标4：新开法学专业实验
实训课程

 指标5：新开实验实训教学
项目

 指标1：2019年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指标1：设备购置费

 指标2：软件购置费

效
益
指
标

 指标1：法学专业整体实践
教学水平

社会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学校和实务部门的
交流沟通
 指标2：联合培养人才新机
制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学校法学专业实践
教学体系改革

 指标2：学习方式改革

备         注：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学生满意度

 指标2：社会满意度

 指标3：学校满意度



 

 

 

 

 

 

 

 

 

 实施期资金总额： 575万

       其中：财政拨款 575万

             其他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二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1：智慧教室 27间 27间

 指标2：可视化教学监管
中心

1间 1间

 指标3：资源平台 1套 1套

 指标1：基础教学条件 改善 改善

 指标2：校内教学资源共
享

提高 提高

 指标1：软件购置费 33万 33万

 指标2：设备购置费 542万 542万

 指标1：科研成果转化为
教学资源

提高 提高

 指标2：人才培养水平 提高 提高

 指标1：智能化教学检查
与教学督导体系

完善 完善

 指标2：教学资源库 充实 充实

 指标1：学生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2：教师满意度 满意 满意

2018年部门预算财政资金专项业务经费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智慧教室”教学改革示范实验中心建设

主管部门 陕西省教育厅 实施期限 一年

资金金额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75万

       其中：财政拨款 575万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建成一批高规格的“智慧教室”。该中心将为我校的课堂教
学提供先进的“智慧教室”，使广大学生受益；可以为校内外专家及
任课教师进行学术研讨、教学方法研讨，及时将研讨成果提炼转化为
教学资源；教师还可以利用“智慧教室”探索各种新型的教学模式，
并投入教学实践，进行教学方法和课堂设计的试验验证。
 目标2：充实教学资源库。“智慧教室”录播系统形成课程视频资
源，提供高效、安全、全面的存储管理服务，完成教育资源库建设的
任务。录制生成的视频资源自动上传至集控录播系统，通过转发服务
自动分路传输，实现集控端监看、存储端存储、平台上直播、点播和
下载等多种类应用。此外，通过网络架构，还可以整合我校网络教学
综合平台、资源中心和录播教室等教学资源。
 目标3：形成信息化网络教学平台。“智慧教室”的开放式教育平台
与集控录播系统可以无缝衔接，在教育资源存储与开放式平台应用之
间自由转变。通过客户终端，学生可以观看在线直播、视频点播，实
现师生实时讨论远程教学功能，通过课程评论、课程打分、课程推荐
、课程排名等功能构建完善的师生互动体系，通过课程管理、资源上
传、资源下载、资源检索等功能提供健全的资源利用模式。此外，还
包括统计分析、视频切片、在线打点、教学资源打包和共享等独具特
色的功能。

 目标1：建成一批高规格的“智慧教室”。该中心将为我校的课堂教
学提供先进的“智慧教室”，使广大学生受益；可以为校内外专家及
任课教师进行学术研讨、教学方法研讨，及时将研讨成果提炼转化为
教学资源；教师还可以利用“智慧教室”探索各种新型的教学模式，
并投入教学实践，进行教学方法和课堂设计的试验验证。
 目标2：充实教学资源库。“智慧教室”录播系统形成课程视频资
源，提供高效、安全、全面的存储管理服务，完成教育资源库建设的
任务。录制生成的视频资源自动上传至集控录播系统，通过转发服务
自动分路传输，实现集控端监看、存储端存储、平台上直播、点播和
下载等多种类应用。此外，通过网络架构，还可以整合我校网络教学
综合平台、资源中心和录播教室等教学资源。
 目标3：形成信息化网络教学平台。“智慧教室”的开放式教育平台
与集控录播系统可以无缝衔接，在教育资源存储与开放式平台应用之
间自由转变。通过客户终端，学生可以观看在线直播、视频点播，实
现师生实时讨论远程教学功能，通过课程评论、课程打分、课程推荐
、课程排名等功能构建完善的师生互动体系，通过课程管理、资源上
传、资源下载、资源检索等功能提供健全的资源利用模式。此外，还
包括统计分析、视频切片、在线打点、教学资源打包和共享等独具特
色的功能。

绩
效
指
标

指标内容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智慧教室

 指标2：可视化教学监管中
心

 指标3：资源平台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1：基础教学条件

 指标2：校内教学资源共享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指标1：软件购置费

 指标2：设备购置费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科研成果转化为教
学资源

 指标2：人才培养水平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智能化教学检查与
教学督导体系

 指标2：教学资源库

备         注：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学生满意度

 指标2：教师满意度



 

 

 

 

 

 

 

 

 

 

 

 

 实施期资金总额： 277万

       其中：财政拨款 277万

             其他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二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1：高质量论文 20篇 20篇

 指标2：出版相关图书 5部 5部

 指标3：举办学习培训 2次 2次

时效指标  指标1：截止2018年底 投入使用 时效指标 投入使用

 指标1：设备购置费 180万 180万

 指标2：培训学习费 97万 97万

 指标1：全国法治政府建
设评估数据库建设

推动 推动

 指标2：地方政府实现法
治政府建设的目标

加快 加快

 指标1：学校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2：地方政府满意度 满意 满意

2018年部门预算财政资金专项业务经费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陕西法治政府建设评估数据系统平台

主管部门 陕西省教育厅 实施期限 一年

资金金额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77万

       其中：财政拨款 277万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建成“法治陕西建设评估数据系统”平台。建设内容为：修
缮专用的机房、购置专用的电脑、操作平台和演示中心，完成数据系
统相关搜索引擎开发并测试，测试相关搜索引擎，就测试情况进行反
馈，实现数据系统的平稳运行，有初步的科研成果并应用于省级政府
部门的实务工作当中。建设内容为：完成高质量的论文3篇，出版相关
图书5部，数据系统在省级政府部门中应用，举办1次相关的学习培训
。
 目标2：依托数据系统产出较多的科研成果，并应用于设区的市政府
的实务工作中。建设内容为：完成高质量的论文20篇，出版相关图书5
部，数据系统在全省设区的市政府应用，举办2次相关的学习培训。
就数据系统的开发和应用进行经验总结，并向外省市做交流推荐。

 目标1：建成“法治陕西建设评估数据系统”平台。建设内容为：修
缮专用的机房、购置专用的电脑、操作平台和演示中心，完成数据系
统相关搜索引擎开发并测试，测试相关搜索引擎，就测试情况进行反
馈，实现数据系统的平稳运行，有初步的科研成果并应用于省级政府
部门的实务工作当中。建设内容为：完成高质量的论文3篇，出版相
关图书5部，数据系统在省级政府部门中应用，举办1次相关的学习培
训。
 目标2：依托数据系统产出较多的科研成果，并应用于设区的市政府
的实务工作中。建设内容为：完成高质量的论文20篇，出版相关图书
5部，数据系统在全省设区的市政府应用，举办2次相关的学习培训。
就数据系统的开发和应用进行经验总结，并向外省市做交流推荐。

绩
效
指
标

指标内容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高质量论文

 指标2：出版相关图书

 指标3：举办学习培训

 指标1：截止2018年底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指标1：设备购置费

 指标2：培训学习费

社会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全国法治政府建设
评估数据库建设
 指标2：地方政府实现法治
政府建设的目标

备         注：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学校满意度

 指标2：地方政府满意度



 

 

 

 

 

 

 

 

 

 

 

 

 

 

 

 实施期资金总额： 80万

       其中：财政拨款 40万

             其他资金 40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二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1：出访团次 10次 10次

 指标2：出国人数 15人次 15人次

质量指标  指标1：教师国际化水平 提高 质量指标 提高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学校海外影响力 提高
社会效益

指标
提高

 指标1：教师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2：学校满意度 满意 满意

备         注：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教师满意度

 指标2：学校满意度

 指标1：学校海外影响力

 指标1：出访团次

 指标2：出国人数

 指标1：教师国际化水平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提高学校的海外影响力，扩大学校在国内外合作高校的范围
。
 目标2：提升教师国际化水平

 目标1：提高学校的海外影响力，扩大学校在国内外合作高校的
范围。
 目标2：提升教师国际化水平

绩
效
指
标

指标内容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金额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0万

       其中：财政拨款 40万

             其他资金 40万

2018年部门预算财政资金专项业务经费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出国出境经费

主管部门 陕西省教育厅 实施期限 一年



 

 

 

 

 

 

 

 

 

 

 

 

 

 

 实施期资金总额： 43万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43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二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指标1：标准化考场 24间 数量指标 24间

 指标1：考试管理水平 提高 提高

 指标2：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成本指标  指标1：教学设备采购 43万 成本指标 43万

 指标1：学生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2：教师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3：学校满意度 满意 满意

2018年部门预算财政资金专项业务经费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5号教学科研楼标准化考场建设

主管部门 陕西省教育厅 实施期限 一年

资金金额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3万

       其中：财政拨款

43万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通过该项目的建设，使我校能够承担各类考试任务，实现教
育考试管理的现代化、信息化和科学化，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一步提
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目标2：通过该项目的建设，使我校能够承担各项考试任务，同时加
强校内考试、日常教学管理、校园安全防护等信息化基础建设，满足
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
培养质量。

 目标1：通过该项目的建设，使我校能够承担各类考试任务，实现教
育考试管理的现代化、信息化和科学化，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一步提
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目标2：通过该项目的建设，使我校能够承担各项考试任务，同时加
强校内考试、日常教学管理、校园安全防护等信息化基础建设，满足
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
培养质量。

绩
效
指
标

指标内容

产
出
指
标

 指标1：标准化考场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1：考试管理水平

 指标2：教育教学质量

 指标1：教学设备采购

备         注：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学生满意度

 指标2：教师满意度

 指标3：学校满意度



 

 实施期资金总额： 173万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173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二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指标1：多媒体教学教室 28间 数量指标 28间

 指标1：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指标2：信息化应用水平 提高 提高

时效指标  指标1：2018年7月 投入使用 时效指标 投入使用

成本指标  指标1：教学设备采购 173万 成本指标 173万

 指标1：学生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2：教师满意度 满意 满意

 指标3：学校满意度 满意 满意

备         注：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学生满意度

 指标2：教师满意度

 指标3：学校满意度

 指标1：2018年7月

 指标1：教学设备采购

 指标1：多媒体教学教室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1：教学质量

 指标2：信息化应用水平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充分、合理地利用教育资源，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使多
媒体教室和多媒体教学设施更好地服务教学，促进学校的进一步发展,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进我校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应用和普及共
享。
 目标2：教师利用网络教学资源，进行电子备课，扩大信息量，开阔
学生的眼界，帮助学生形成自主、探究的学习方式，改变传统教学模
式和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益和教学质量，使设备及技术更好地为教
学服务，以提高信息化应用的效率，为学校促进教学信息化环境建设
发挥积极的作用。

 目标1：充分、合理地利用教育资源，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使多
媒体教室和多媒体教学设施更好地服务教学，促进学校的进一步发展,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进我校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应用和普及共
享。
 目标2：教师利用网络教学资源，进行电子备课，扩大信息量，开阔
学生的眼界，帮助学生形成自主、探究的学习方式，改变传统教学模
式和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益和教学质量，使设备及技术更好地为教
学服务，以提高信息化应用的效率，为学校促进教学信息化环境建设
发挥积极的作用。

绩
效
指
标

指标内容

产
出
指
标

资金金额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73万

       其中：财政拨款

173万             其他资金

2018年部门预算财政资金专项业务经费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5号教学科研楼多媒体教室建设

主管部门 陕西省教育厅 实施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