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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教育部财务司《关于做好 2021 年部门预算公开工

作的通知》（教财司函〔2021〕89号）要求，现将我校基本

情况和 2021 年预算批复情况进行主动公开，并予以简要说

明。  

一、 学校基本情况 

（一）学校历史简介 

长安大学直属国家教育部，是国家首批“211工程”重

点建设大学、国家“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国

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创建于新中国百业待兴之时，

壮大于改革浪潮迭起之际，兴盛于高等教育强国大势之中，

与共和国同向同行近七十载。自 1951 年起，学校前身西安

公路学院、西安地质学院、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相继成立。1956

年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97 年成为首批“211工程”重点

建设大学。2000 年三校合并，组建长安大学，掀开学校跨

越式发展新篇章。2005 年以来，教育部先后与交通部（现

交通运输部）、陕西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部（现自然资源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签署共建长安大学协议，“四部一省”

共建长安大学的办学格局正式形成。2011 年入选国家“985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

建设高校，迈向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学校位居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坐拥南北两大校区，南倚

大雁塔，北邻渭水滨，建有太白山、梁山、渭水三个教学实

习基地，校园面积 3,348.22 亩。学校着力塑造人文、创新、



- 2 - 
 

智慧、绿色和平安的魅力校园，校内绿树成荫，景色优美，

设施完备，来自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40 多

个民族，全球 100 多个国家的莘莘学子，在多样性、国际化

的校园里，潜心求学、读书问道。 

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秉承“工科优势突出、理科基础深厚、文科繁荣发展”的学

科布局，担当“人才培养的摇篮、科学研究的殿堂、社会服

务的基地、文化传承创新的高地”的崇高使命，坚持“特色

鲜明、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愿景，成为我国交通

运输、国土资源、城乡建设三大行业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

高水平科学研究、高质量社会服务的重要基地。 

（二）学科、专业设置情况 

学校现有 9个一级学科博士点，33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有 9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程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等 4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现有 82

个本科专业，其中 23 个专业入选国家“双万计划”一流建

设专业，17 个专业通过国家工程教育认证。学校稳居中国

大学百强，土木与交通学科位列 U.S.News 全球大学第 44

名，被誉为公路交通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科技创新的

“金名片”。 

学校设有 23 个学院（系），具备覆盖工学、理学、管理

学、经济学、哲学、法学、文学 7大门类，贯通学士、硕士、

博士教育培养全过程的学位授予体系。新时代面向国家重大

战略，设立了现代交通研究院、秦岭生态环境研究院、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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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川藏铁路工程研究院、杭州未来交通研究院和雄安

现代产业研究院等一批实体研究院。 

（三）拥有国家及省部级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研

究基地情况 

学校平台条件完善，现有 3个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15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 个国际

联合实验室，1 个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和 62 个省部级重点研

究基地。国内高校唯一的“车联网与智能汽车试验场”，被

交通运输部认定为全国三大“自动驾驶封闭场地测试基地”

之一。 

（四）图书馆馆藏图书及学校编辑出版学术刊物情况 

1.图书馆馆藏图书情况 

学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丰富、载体多样，专业特色明

显。文献资源数量持续增长，2020 年，新增纸质图书 58,322 

册，馆藏图书总量达 303.89 万册；引进了中国知网、万方

数据知识服务平台、CSSCI、CSCD、SCI、SSCI、EI、ESI、

InCites、JCR、 CPCI、Science、Nature 等数据库平台 66

个，子库 98 个，逐步实现了电子资源建设向学术性文献转

变的过程，建立了以公路桥梁、工程机械、汽车工程、交通

运输、国土资源、地质工程、岩土工程、建筑工程、环境工

程、经济与管理等多学科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公路

交通、国土资源和城乡建设等学科领域具有鲜明专业特色和

专家技术咨询保障体系，为学校学科建设、教学和科研提供

更深层次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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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编辑出版学术刊物情况 

长安大学学术期刊管理中心编辑出版《中国公路学报》

《交通运输工程学报》《交通运输工程学报（英文）》《地球

科学与环境学报》《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长安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筑路机械与施

工机械化》8种学术期刊，其中：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

划 3 种；Ei 收录 3 种；ESCI 收录 1 种；CSCD 核心库收录 4

种；Scopus 收录 5 种；北大核心期刊 5 种；中国科技核心

期刊 6种。 

2020年，《中国公路学报》《交通运输工程学报》获“百

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中国公路学报》《交通运输工

程学报》获“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称号；《交通运输工程学

报（英文）》获“2020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国

际合作奖；《交通运输工程学报》获“中国高校杰出科技期

刊” 称号；《中国公路学报》《长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获“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 称号；《交通运输工程学报（英

文）》《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获“中

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 称号；《中国公路学报》《交通运输

工程学报》《交通运输工程学报（英文）》获“陕西省高校名

刊” 称号；《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

《长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获“陕西省高校精品期刊”称号。 

（五）教职工人员情况 

2020 年末，学校教职工总计 8,063 人，其中：在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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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3,839 人，长期聘用人员 74 人,临时聘用人员 1,047 人,

劳务派遣人员 473 人,离休人员 52 人，退休人员 2,578 人。

在职人员中，教学科研人员 3,031 人，行政管理人员 519

人，后勤人员 133 人，校办产业人员 110 人，其他人员 46

人。学校现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新加坡工程院院士

4 人，教授、副教授 1,200 余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267 人、

硕士生导师 931人，拥有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大

工程项目的各类杰出人才逾百人。 

（六）各类在校学生人数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学校共有高等教育学生 41,400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1,216人，硕士研究生 9,192 人，普

通本科生 24,811 人，普通专科生 0 人，在职攻读博士硕士

学位学生 1,454人，其他学生 4,72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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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预算表格 

高等学校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27,913.69  一、一般公共服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41.00  二、外交  

三、事业收入 77,995.48 三、国防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教育 271,633.85 

五、其他收入 74,634.12   五、科学技术 
 

  
六、文化体育与传媒 

 

  
七、交通运输 59.33  

  
八、住房保障 9,895.10  

本年收入合计 280,584.29 本年支出合计 281,588.28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 75,479.73 

上年结转 76,483.72   
 

 

收入总计 357,068.01  支出总计 357,068.01 



- 7 - 
 

高等学校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收 

入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财

政拨款收入 

上级补

助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 

收入 

附属单

位缴款 
其他收入 

金额 其中：教育收费 

205 教育支出 271,477.83 122,702.46  
 
77,995.48 39,995.48 

  
70,779.89 

20502   普通教育 269,460.13 120,684.76  
 
77,995.48 39,995.48 

  
70,779.89 

2050205       高等教育 269,460.13 120,684.76  
 
77,995.48 39,995.48 

  
70,779.89 

20506   留学教育 1,835.20 1,835.20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1,835.20 1,835.20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182.50 182.50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182.50 182.50  
      

214 交通运输支出 41.00  41.00       

21469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41.00  41.00       

2146903 民航安全 41.00  41.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9,065.46 5,211.23       3,854.23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9,065.46 5,211.23       3,854.23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7,879.00 4,856.62       3,022.38 

2210203       购房补贴 1,186.46 354.61       831.85 

 合计 280,584.29 127,913.69 41.00  77,995.48 39,995.48   74,6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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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经营支出 
对下级单位补

助支出 

205 教育支出  271,633.85   196,402.46   75,231.39  
   

20502   普通教育  269,555.75   194,567.26   74,988.49  
   

2050205       高等教育  269,555.75   194,567.26   74,988.49  
   

20506   留学教育  1,835.20   1,835.20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1,835.20   1,835.20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242.90  
 

 242.90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242.90  
 

 242.90  
   

214 交通运输支出  59.33    59.33     

21469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59.33    59.33     

2146903 民航安全  59.33    59.33     

221 住房保障支出  9,895.10   9,895.1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9,895.10   9,895.1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7,879.00   7,879.00      

2210203       购房补贴  2,016.10   2,016.10      

 合计  281,588.28   206,297.56   75,29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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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注 

205 教育支出 122,851.41  97,620.02  25,231.39  
 

20502   普通教育 120,773.31  95,784.82  24,988.49  
 

2050205       高等教育 120,773.31  95,784.82  24,988.49  
 

20506   留学教育 1,835.20  1,835.20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1,835.20  1,835.20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242.90  
 

242.90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242.90  
 

242.90  
 

214 交通运输支出 59.33   59.33   

21469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59.33   59.33   

2146903       民航安全 59.33   59.33   

221 住房保障支出 6,041.67  6,041.67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6,041.67  6,041.67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4,856.62  4,856.62    

2210203       购房补贴 1,185.05  1,185.05    

 
合计 128,952.41  103,661.69  25,29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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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分析 

（一）高等学校收支预算总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21年收支总预算 357,068.01 万元，较上年减少

20,637.91 万元。其中： 

1.收入预算部分：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减

少 8,131.09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与上年持

平，事业收入较上年增加 3,625.48 万元，其他收入较上年

减少 24,589.48 万元，上年结转较上年增加 8,457.18万元。 

2.支出预算部分：教育支出较上年减少 28,177.40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较上年减少 30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较上年增

加 18.33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较上年增加 97.97万元，结转

下年较上年增加 7,453.19万元。 

（二）高等学校收入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21 年收入预算总额为 280,584.29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27,913.69 万元，占收入预算

的 45.59%；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41.00万元，占收

入预算的 0.01%；事业收入 77,995.48 万元，占收入预算的

27.80%；其他收入 74,634.12万元，占收入预算的 26.60%。  

（三）高等学校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21年支出预算为 281,588.28 万元，其中：教育

支出 271,633.85 万元，占支出预算的 96.47%；交通运输支

出 59.33万元，占支出预算的 0.02%；住房保障支出 9,895.10

万元，占支出预算的 3.51%。 

（四）高等学校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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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21 年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28,952.41万

元，较上年减少 7,133.37万元。其中： 

1.教育支出（205）支出预算数为 122,851.41万元，较

上年减少 6,219.24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落实过紧日子要

求，压减公用经费；二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的基本建设支

出减少。 

2.科学技术支出（206）支出预算数为 0 万元，较上年

减少 30 万元，主要原因是上年项目已执行完，无新增项目

拨款。 

3.交通运输支出（214）支出预算数为 59.33 万元，较

上年增加 18.33万元，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上年项目未

按计划完成，相应支出结转至 2021 年。 

4.住房保障支出（221）支出预算数为 6041.67 万元，

较上年减少 902.46 万元，主要原因是个人住房补贴支出减

少。 

四、 专业名词解释 

（一）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说明 

预算收支表中的“科目编码”是指在政府收支分类体系

中按照支出功能分类划分的各项内容，是综合反映政府职能

活动的分类。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说明如下： 

教育支出（205） 

高等教育（2050205)：反映经国家批准设立的中央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各部门所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包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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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的支出； 

来华留学教育（2050602）：反映资助来华留学生支出； 

其他教育支出（2059999）：反映其他用于教育方面的支

出。 

科学技术支出（206） 

机构运行（2060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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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保障支出（221） 

住房公积金（2210201）：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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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房补贴（2210203）：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

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

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说明 

交通运输支出（214）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2146903）：反映民航发展基金收入

安排用于机场、空管和公安等安全支出，包括安全信息系统

建设、安全设施、设备购置和更新以及公安机关装备投入等

支出。 

（二）收入明细说明 

高等学校预算收入表中收入明细主要包括财政拨款、上

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下级单位上缴收入和其

他收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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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是指高等学校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

财政拨款。 

上级补助收入：是指高等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

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是指高等学校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包括教育收费和科研事业收入。其中教育收费

主要包括普通高中学费，普调高中住宿费，高等学校学费，

高等学校住宿费，高等学校委托培养费，函大、电大、夜大

及短训班培训费和考试考务费。 

经营收入：是指高等学校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附属单位缴款：是指高等学校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有

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其他收入：是指高等学校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

收入，包括未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投资收益、捐赠收入、利

息收入、地方教育经费拨款、地方科研经费拨款、除教育部

科研经费拨款以外的中央科研经费拨款和地方其他经费拨

款。 

（三）支出明细说明 

高等学校支出预算表中的支出明细包括基本支出、项目

支出、上缴上级支出、经营支出、对下级单位补助支出。其

中： 

基本支出：反映的是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

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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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反映的是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

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反映的是实行收入上缴办法的事业单位

按规定的定额或比例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经营支出：反映的是事业单位在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对下级单位补助支出：反映的是事业单位发生的用非财

政预算资金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