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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3 年学校财务预算编制工作

的通知

各单位：

为切实做好2023年度我校财务预算的编制工作，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 年修订），财政部《政府采购

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文件），结合《新疆大学

预算管理办法（试行）》（新大校字[2021]11 号）、《新疆

大学学院预算经费分配及管理办法（试行）》（新大校字

[2021]37 号），现启动预算编制工作，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围绕学校“双一流”大学建设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

和学校党委的决策部署，结合各单位的工作实际，全面做好

预算编制工作，为学校各项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全面预算，统收统支。各单位组织完成的所有收

入和安排的各项支出必须全部纳入学校预算。各单位要准确

测算各类收入，明确收入资金来源，统筹安排各类支出。

（二）量入为出，收支平衡。预算编制应以收定支，量

力而行。收入预算应全面真实，积极稳妥；支出预算应在财

力可能的范围内，按轻重缓急合理安排。

（三）勤俭节约，注重效益。严格控制一般支出，从严控制

“三公经费”、会议费和培训费，最大限度节减行政运行成本，降低

重大项目建设运行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

无效必问责”的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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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内容及范围

（一）校内预算“一上”编制（2022 年 7 月 1 日- 8 月
9 日）

1.收入预算

收入预算包括财政拨款、事业收入（学费、住宿费收入）、

科研收入及其他收入。

（1）学费住宿费收入：由教务处填报本科生学费收入预

算表（收入表-01），党委学生工作部填报本科生学费收入预

算表（收入表-01），研究生院填报研究生学费收入预算汇总

表（收入表-02）、博士研究生学费收入预算表（收入表

-02-01）、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费收入预算表（收入表

-02-02）、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费收入预算表（收入表

-02-03），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社区）填报住宿费收入预

算表（收入表-03），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填报留学生学费收入

预算表（收入表-04）。

（2）科研收入由科学技术处、社会科学处填报科研收入

预算表（收入表-05）。

（3）房屋租赁收入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填报房屋租赁收入

预算表（收入表-06）。

（4）考试考务费收入由教务处、研究生院填报考试考务

收入支出预算表（收入表-07）。

（5）其他收入：各单位如有学费住宿费、科研收入、房

屋租赁收入、考试考务费收入以外的创收收入，请填报其他

收入预算表（收入表-08）。

（6）资产经营公司请报送每个子公司近两年财务报告、

合并财务报表以及 2023 年收支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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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出预算

（1）学校人员经费支出预算申报表（支出预算表-01）。

其中：

党委组织（人事）部需根据 2022 年人员经费发放情况，

考虑 2023 年预计新增人员、职称变动的各项因素，对 2023

年人员支出预算表进行填列，并报送计财处。

党委教师工作部需报送 2023 年博士后经费、博士后住宿

费、优秀青年人才培养计划。

党委维稳办（保卫处）需报送 2023 年安保人员经费、安

保维稳值班补贴。

发展规划处需报送 2023 年“天山学子”学科带头人和主

讲教师岗位补贴。

后勤服务中心需报送 2023 年度支付校内、校外人员取暖

补贴。

工会需要报送 2023 年度独生子女费。

（2）教学单位 2023 年支出预算申报表（支出预算表

-02）。请各单位严格根据表内 2022 年预算申报项目予以报

送 2023 年项目支出，具体包括行政包干经费、日常各类业务

工作经费，请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自身工作职责与实

际需求情况填报，并详细描述支出内容和测算依据。如有新

增项目，请填报新增项目申报表，并提供学校相关批复或经

分管业务校领导批示同意的论证材料，否则不予支持。

涉及单位：教务处、教学评估中心、党委学生工作部、

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团委、商学院、未来技术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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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①使用包干经费购置设备的，请同时填报政采预算支出表-01 和教学单位 2023 年支出

预算申报表（支出预算表-02），经费来源标注“行政包干经费”。

②教学单位 2023 年支出预算申报表（支出预算表-02）日常各类业务工作经费申报数应

包含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并同时将明细填列至政采预算支出表-02 服务类。经费来源

标注“××业务工作经费”。

③教学单位 2023 年支出预算申报表（支出预算表-02）日常各类业务工作经费申报数不

包含政府采购货物、政府采购工程类支出。政府采购货物、工程类支出请将明细填列至

政采预算支出表-01 货物类/03 工程类，经费来源标注“学校”。

（3）机关单位 2023 年支出预算申报表（支出预算表

-03）。请各机关单位根据 2022 年预算项目，报送本单位 2023

年预算支出数据。具体包括行政包干经费、日常各类业务工

作经费，请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自身工作职责与实际

需求情况填报，并详细描述支出内容和测算依据。如有新增

项目，请填报新增项目申报表，并提供学校相关批复或经分

管业务校领导批示同意的论证材料，否则不予支持。

涉及单位：各个机关单位及参照机关管理的处室。

特别提示：

①使用包干经费购置设备的，请同时填报政采预算支出表-01 和机关单位 2023 年支出预

算申报表（支出预算表-03），经费来源标注“行政包干经费”。

②机关单位 2023 年支出预算申报表（支出预算表-03）日常各类业务工作经费申报数应包

含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并同时将明细填列至政采预算支出表-02 服务类。经费来源标注

“××业务工作经费”。

③机关单位 2023 年支出预算申报表（支出预算表-03）日常各类业务工作经费申报数不包

含政府采购货物、政府采购工程类支出。政府采购货物、工程类支出请将明细填列至政采

预算支出表-01 货物类/03 工程类，经费来源标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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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公经费支出预算申报表（支出预算表-04）

各机关单位公务接待活动支出，先上报大学办公室审批。

因公出国活动支出先上报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审批。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经费支出，先上报后勤服务中心车队审批，由三

个部门分别汇总后上报计财处，如涉及车辆保险、车辆维修、

车辆购置等政采项目，请参照“4.政府采购业务预算”。

涉及单位：各单位。

3.收支业务预算

（1）教辅单位 2023 年预算申报表（收支预算表-01）。

各教辅单位请根据本单位收入来源，本着“以收定支、合理

安排”原则进行填报。

涉及单位：工程训练中心、理化测试中心、美育（艺术）

教学研究部、体育教学研究部、图书馆。

（2）学院 2023 年预算申报表（收支预算表-02）。请各

个学院根据表内收支项目报送本单位2023年学院收入支出预

算数据，填写至收支预算表-02 中“学院预算经费表”。如

果学院申请使用以前年度结余经费，请填写“学院基金（历

年发展福利结余）”。

涉及单位：综改学院。

（3）自收自支单位 2023 年预算申报表（收支预算表

-03）。请根据管理业务活动内容报送 2023 年预算收入支出

数据，并结合具体业务提供详细文档测算依据等支撑材料。

涉及单位：后勤服务中心、学生社区教育管理服务中心、

学生餐饮管理服务中心、校医院、继续教育学院、学术交流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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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采购业务预算

（1）货物类：政采预算支出表-01 表+政采支出论证报

告

教学、教辅、机关、自收自支等非学院单位需设备采购

的，各单位先进行一级论证，然后填写《政采预算支出表-01

表》和《政采支出论证报告》，并报送国有资产管理处进行

二次论证，国有资产管理处汇总后报送计财处。

学院单位需设备采购的，各单位应先进行一级论证，然

后填写《政采预算支出表-01 表》和《政采支出论证报告》，

并报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进行二次论证，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处论证汇总后报国有资产管理处补充完善政府采购方式、

政府采购组织形式等信息，再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统一报送计

财处。

特别提示：

科研经费政府采购预算不在此次申报范围内，2023年科研经费政府采购参照《关于做好2021

年科研经费申请政府采购预算工作的通知》、《关于定期发布教育厅、财政厅批复新增科

研经费政府采购预算的通知》执行。

（2）服务类：政采预算支出表-02 表+政采支出论证报

告

各单位需要支付服务类项目，先进行一级论证，然后填

写《政采预算支出表-02 表》和《政采支出论证报告》，并

报送国有资产管理处进行二次论证，国有资产管理处汇总报

送计财处。

（3）工程类：政采预算支出表-03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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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先进行一级论证，然后根据论证后需求填写《政

采预算支出表-03 表》报送基建处，基建处负责学校基建、

维修等工程项目的二级组织论证，并根据新批复项目以及以

前年度欠付项目，按照 2023 年实际支付资金的需求，汇总后

报送计财处。

政府采购业务重点提示

①请各单位详细请参考《新疆大学货物服务采购项目需求制定及论证管理规定》

（新大国资【2019】1 号）做好一级论证工作，并将单位论证意见上报分管部门（国

有资产管理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基建处），待分管部门进行二次论证后，

汇总报送至计财处。

②填写政府采购品目：请首先参照附件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21-2022 年度政

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如有最新的文件，请参照新文件执行）、附件 2《政府

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仍无法确定的，请登陆“政府采购云平台”，在网上超市

搜索计划采购的货物或服务名称，参考商家挂出的“可申请采购目录”。

③中小企业预留请参考附件 3《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附件 4《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

19 号）》。

（二）部门预算“一上”和校内预算“一下”、“二上”
编制（2022 年 8 月- 9 月）

待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下发部门预算通知后，

1.计财处将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下发“部门预算填报基

础数据表”和填报要求、填报依据，组织相关职能部门，结

合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和人员规模等因素，编报学校 2023 年度

部门预算。（具体附表待教育厅下发后，另行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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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学校 2023 年度预算收入情况，审核调整各单位校

内预算“一上”数据，然后下发各单位校内预算“一下”控

制数。

3.各单位根据计财处发放校内预算“一下”数据，调整

完善形成各单位校内预算“二上”数据。

4.计财处汇总各单位填报数据，按照具体要求，予以编

制学校下年度部门预算“一上”数据、编报说明等，经学校

领导审定后，上报自治区教育厅。

（三）部门预算“二上”和校内预算“二下”、“三上”
编制（2022 年 10 月- 12 月）

1.待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审定学校部门预算“一上”数

据，下达部门预算“一下”控制数后，计财处结合学校实际，

编制学校下年度部门预算“二上”数据，经学校主要领导审

定后上报自治区教育厅。

2.计财处根据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下达学校部门预算的

“一下”控制数，在与各单位沟通的基础上，调整各单位校

内预算“二上”预算数据，并下发“二下”控制数。

3.各单位根据计财处下发校内预算“二下”控制数，调

整完善后形成各单位校内预算“三上”数据，并按照时间节

点报送计财处。

4.根据各单位校内预算“三上”数据，编制形成学校校

内预算草案，上报学校党委常会会议进行审议。

（四）部门预算“二下”和校内预算“三下”（2023 年
1 月-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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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财处根据学校党委常委会议审定通过后的校内预算

草案，下发各单位单位校内预算“三下”数据，作为 2023 年

支出控制依据。

2.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下发学校部门预算“二下”的批

复通知，根据通知，计财处及时公开学校年度部门预算。

3.如遇自治区财政、教育厅有重大政策调整，计财处根

据新政策调整预算方案，重新上报学校党委审定，然后下达

各单位。

四、报送要求

（一）精心组织，合理部署

各单位主要领导，请务必高度重视，综合考虑处室业务

发展，统筹安排，合理申报预算资金，确保 2023 年度工作目

标落实到位。

（二）确保报送资料完整准确

请各单位严格按照申报表列示内容和要求，列示测算依

据。纸质版申报资料，需各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并请示分管业务校领导签批后，附带申报预算需要提供的佐

证资料，报送至计财处。电子版申报表请发送至邮箱

1515804994@qq.com。

（三）按时报送

1.政府采购业务预算支出申报资料，请在 7 月 15 日前报

送至相关职能处室，职能处室审核填报后请在 8 月 9 日前报

送计财处。

2.非政府采购业务预算申报资料，请在 8 月 9 日前报送

至计财处。

mailto:269448959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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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逾期不报，不仅影响本单位 2023 年度预算资金的安

排，视情节轻重，将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非政府采购业务预算：

计财处财务管理科 0991-8582466

收入预算、学校人员经费支出预算、综改学院预算、教学单位预

算联系人：李欣宇 13319891572 李思敏 15739582690

机关单位预算联系人：瑞那提 15299195268

教辅单位预算、自收自支单位预算联系人：雷军斌 15509917107

2.政府采购业务预算：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预算联系人：罗爱 15299170619

0991-8582610

邮箱：635895733@qq.com

国有资产管理处预算联系人：郭建伟（业务咨询）13999852744

来全宝（材料收集）13699366945

0991-8588030

邮箱：1356726753@qq.com

基建处政府采购业务预算联系人：王丽娜 18999860903

邮箱：109024191@qq.com

新疆大学计财处

2022 年 7 月 1 日

mailto:10902419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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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21-2022 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

标准

附件 2：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附件 3：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

附件 4：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

库〔2022〕19 号）

附件 5：新大校字〔2021〕11 号（关于印发《新疆大学预算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附件 6：新大办字〔2021〕33 号（新疆大学水电成本核算方案（试

行））

附件 7：新大办字〔2021〕32 号（关于印发《新疆大学教学与科

研单位公用房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附件 8：新大校字〔2022〕12 号（关于印发《新疆大学大型仪器

设备共享管理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编制内容及范围
	（一）校内预算“一上”编制（2022年7月1日- 8月9 日）
	（三）部门预算“二上”和校内预算“二下”、“三上”编制（2022年 10月- 12月）

	四、报送要求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