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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为加强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管理，规范申报 

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 

央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财预〔2015〕88 号）、《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通知》（财教 

〔2015〕467 号）、《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财科教〔2017〕3 号）等规定要求，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 

条件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应坚持“统筹规划、科学适度、突出 

重点、注重绩效”的基本原则，各直属高校按照房屋修缮项目、 

设备资料购置项目、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建设项目配套工程项目 

四类项目进行专项资金申报。 

二、专项资金支持范围 

（一）专项资金支持范围 

1.用于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 

等工作的房屋建筑物的必要的维修、加固和改造。 

2.用于教学、实验、实习实践、校园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所必 

需的仪器设备、文献资料（含电子图书及数据库使用）等的购 

置。 

3.用于保障师生学习、工作、生活、安全等需要开展的水、 

电、气、暖、道路、网络、照明、节能、绿化、消防、安防等基 

础设施维修改造。 

4、用于重大建设发展项目的装修、装饰、设施配套等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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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和配套。 

（二）专项资金不得用于 

1.中央基建投资已安排的项目。 

2.非学校产权的、长期对外出租的或校办企业的房屋、基础 

设施等维修、加固和改造项目。 

3.非学校产权的家属楼等维修、加固和改造项目。 

4.购置公务用车。 

5.超标准、豪华建设项目。 

6.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 

7.物业费、设施设备运行维护费等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8.工资、奖金、津补贴和其他福利支出等人员经费。 

9.捐赠、赞助、投资、支付罚款以及偿还贷款等。 

10.准备不充分、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项目。 

三、专项资金申报具体要求 

专项资金应优先重点支持与师生教学科研、学习、工作、生 

活紧密相关的、具备实施条件的基础性、保障性基本办学条件项 

目。具体要求如下： 

（一）房屋修缮项目 

1、修缮对象  

房屋修缮对象包括：存在安全隐患的教室、学生宿舍、图书 

馆、食堂、体育馆、礼堂、学生艺术场馆等房屋，以及标志性建 

筑、文物保护建筑、古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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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缮内容 

房屋修缮的具体内容包括：屋面修缮、室内外装修、节能改 

造、电气设施修缮、给排水修缮、暖通修缮等。 

房屋修缮应当遵循安全可靠、美观实用、经济合理、勤俭节 

约的原则，鼓励节能环保技术、产品、材料、工艺的应用和房屋 

旧材料的重新利用。修缮标准应按照当地工程预算定额及市场价 

格信息确定。文物保护建筑和古旧建筑修缮项目应依据当地古建 

修缮定额确定修缮标准。 

（二）设备资料购置项目 

1、购置对象  

设备资料购置对象包括：用于购置教学、实验、实习实践、 

校园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所必需的仪器设备、文献资料（含电子图 

书及数据库）等的购置。包括校园信息化建设相关设备，校园艺 

术演出场地相关设备，以及各类学生宿舍家具和空调等。 

2、购置内容  

设备资料购置内容包括：多媒体教室、语音教室等教学设 

备，各学科实验、科研服务用仪器设备，学生实习、实训场所设 

备；用于校园信息化建设的网络、通信、存储设备与相关软件； 

纸质及电子图书、期刊等文献资料，音像资料，以及数据库资源 

的购置；礼堂、学生艺术场馆的音响系统、视频系统；学生宿舍 

家具、图书馆家具、教室固定桌椅购置；教室、图书馆、食堂、 

体育场馆、礼堂等公共场所的空调购置。 

设备购置应以满足教学、实验和科研基本需求为标准，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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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50 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应提供三家供应商报价单；单台套 200 

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应参照财政部发布的《中央级新购大型科 

学仪器设备联合评议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财教〔2004〕33 

号）中的评议内容和相关管理要求，对其购置必要性、合理性等 

方面进行综合评议。 

（三）基础设施维修改造项目 

1、维修改造对象  

基础设施维修改造对象主要是高校水、暖、电、气、道路、 

网络、照明、节能、绿化、消防、安防等各类基础设施的维修升 

级改造。 

2、维修改造内容  

主要包括供电、供水、供热、排污，道路、网络、照明、节 

能、绿化、安防、消防以及食堂、体育场馆改造等方面。具体内 

容如下： 

供电：电力增容所涉及的配电室、变电所的改造等。  

供水：水泵房改造，供水管网改造等。  

供热：供热管网、锅炉房、换热站及煤气改造等。  

排污：污水处理设施改造，雨水、污水、中水等排污管网改 

造，废水再利用设施改造等。  

道路改造：校园内通车路及人行路的改造等。  

绿化改造：草皮及树种更新，加设喷淋系统等。  

安防、消防：安防类项目包括出入口控制系统、防盗报警系 

统、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改造等；消防类项目包括防排烟系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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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广播系统、联动控制系统改造等。 

食堂改造：食堂设施及就餐环境维修改造等。  

体育场馆改造：标准跑道改造，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等 

场地、游泳池、看台等体育场设施改造，以及体育馆改造。  

礼堂、学生艺术场馆改造：电路改造、舞台结构改造、灯光 

系统改造、舞台幕布及相应的机械和控制系统改造。  

高校基础设施维修改造应当遵循安全可靠、经济实用、为未 

来发展适当留有余地的原则，鼓励节能环保技术、产品、材料、 

工艺的应用。 

（四）建设项目配套工程项目 

1、配套对象  

重大建设发展项目的装修、装饰、设施配套等辅助设施和配 

套。如新校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2、配套内容  

按配套内容所属具体类别，参照前三类项目内容执行。 

四、专项资金申报表填写要求 

（一）申报书和表格内容 

1、学校根据每类项目建设的内容细化到子活动，每一个子活 

动要填写“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子活动申报书” 

（以下简称“子活动申报书”）。该申报书仅填报新增项目，已评 

审入库的项目无需申报。（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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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针对子活动建设的内容填写“子活动支出绩效目标

申 报表”。（附件 4） 

（二）申报书和填表的具体要求 

1、子活动申报书（附件 3）填写要求 

（1）“子活动名称”据实填写。 

（2）“项目名称”按照子活动归类的项目名称填写。 

（3）“项目单位”填写学校名称。 

（4）“主管部门”填写“教育部”。 

（5）“申报日期”如实填写。 

（6）“项目编码”暂时不填。 

（7）“负责人姓名”和“负责人电话”据实填写。 

（8）“子活动类别”填写：安防、消防、防雷、教室改造、 

学生宿舍改造、食堂改造、图书馆改造、体育馆改造、地下管

网 综合改造、校园艺术演出场地修缮及相关设备购置、古建修

缮、 电力增容、供暖锅炉改造、校园信息化建设、教学实验室

改造、 教学实验室设备购置或其他。 

（9）“子活动描述”填写对子活动的总体描述。 

（10）“子活动实施必要性、可行性分析”填写①子活动实

施 的立项依据；②子活动的主要工作思路与设想；③子活动预

算的合理性及可靠性分析。 

（11）“子活动实施条件”填写子活动实施的人员条件、资

金条件、基础条件等。 

（12）“子活动实施主要内容及相关预算”填写子活动需要

开展工作的主要方面，并分项说明预算测算过程及总体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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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子活动进度与计划安排”填写子活动进度安排计划， 

并说明子活动实施期限。 

（14）“子活动风险与不确定性分析”填写①子活动实施存

在的主要风险与不确定性分析；②对风险的应对措施分析。 

（15）“子活动预期经济社会效益”填写①子活动预期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分析与同类项目的对比分析；②子活动预期效益

的持久性分析。 

（16）“子活动支出预算明细表”填写子活动中各类具体的

实际支出情况及支出的测算依据。 

2、子活动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附件 4）填写要求 

（1）子活动支出绩效申报表是按照每一个子活动进行填报。 

（2）“子活动类别”按照“子活动申报书”中的类别填写。 

（3）“子活动周期”填写一年。 

（4）“子活动金额”据实填报申请预算金额。 

（5）“年度总体目标”填写子活动实施拟完成的总体目标。 

（6）“绩效指标”按照“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 

标”填写。绩效指标可以参考《中央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

（财预﹝2015﹞88 号）。指标设定要科学合理，丰富具体，量 

化可评，项目执行完毕，依据此指标进行考核。 

五、专项资金申报评审时需要提供的相关资料 

为了更高效地对项目和子活动进行评审，在评审前除了按照 

要求填写各类申报书和申报表外，还要按照类别提供评审的辅

助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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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缮类项目提供的资料 

1、拟申请子活动资金修缮的房屋使用情况说明、建成投入

使 用情况等材料。 

2、所申请子活动资金进行修缮的房屋现状及拟进行修缮工

作的具体内容。 

3、所申请子活动资金修缮房屋的用途、拟修缮的建筑面积、 

结构形式、所处的地质条件情况。 

4、子活动修缮方案及工程概算； 

5、古建筑改造等子活动，需提供有关主管部门同意立项和

修 缮方案的审批文件； 

6、供电增容、供水增量、供热增热、供热增加气量的，需

要 提供有关部门的入网证明。 

7、超过国家规定使用期限的房屋修缮子活动，需提供有资

质 的检测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 

8、学校所在地的安装工程定额、房屋修缮预算定额及有关

的 建设工程造价市场信息。 

9、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证明； 

10、有关申请子活动的产权证明材料。 

11、其他必要支撑材料。 

（二）设备购置类提供的资料 

1、设备购置的询价资料复印件或电子文本，学校对各供应

商 的报价的评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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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仪器（设备）对本校、本地区教学（工作）任务的必要

性 及工作量预测分析（属于更新的仪器设备要提供原仪器设备

发挥效益的情况）。 

3、50 万元以上的设备要求三家供应商报价资料；200 万元

以上的仪器设备，应参照财政部发布的《中央级新购大型科学仪

器设备联合评议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财教〔2004〕33 号）中

的要求进行联合评议。 

4、其他必要支撑材料。 

（三）公共基础设施的修建类提供的资料 

1、公共基础设施修缮的具体工作内容。 

2、子活动概算或估算资料（含工程量估算单、单价及取价

的 依据）。 

3、电力增容类，需提供电力部门同意电力增容的文件（路

由 图）和项目初步设计方案。（供暖供热类等） 

（四）建设项目配套工程类提供的资料 

参照以上三类执行。 

六、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模板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年度 ） 
 

项目名称 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教育部 实施单位  

项目属性  项目期  

项目资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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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目标 

1.完成**房屋的维修、加固和改造，实现建筑物功能性恢复，有效延长建筑物的使 

用年限…… 

2.购置**仪器设备、文献资料，教学科研条件显著提升，服务师生人次明显增

加…… 

3.完成**基础设施的维修改造，**得到明显改善，安全事故明显减少，节能效果显 

著…… 

4.完成**基本建设项目的辅助设施或配套工程，**设施条件得到完善，**效果显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设备购置数量 **台套 

房屋修缮面积 **平方米 

基础设施改造面积 **平方米 

水、电、气、暖等管网改造（改造工 

程量，延米） 
按照工程量描述 

安防、消防、防雷设施、照明节能设 

施（改造/新增设施数量） 

 

**套台件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通过率 **% 

房屋修缮验收通过率 **% 

基础设施验收通过率 **%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符合工期要求 

验收时间 按时完成验收 

资产入账情况 按时验收入库 
 
 

成本指标 

设备采购节约率（%） **% 

工程建设成本节约率（%） **% 

其他采购节约率（%） **%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建筑物的使用年限有效延长 
 

**年 

基础设施改造节电、节水量 **度，**吨 

 

 
社会效益 

指标 

安全保障情况 安全事故明显减少或 

没有发生 

师生员工工作生活设施改善情况 工作生活更便利、舒 

适 

设备购置后增加服务师生人次 **人次 

生态效益 

指标 

 

节能环保要求 建设项目符合节能环 

保要求 
 

可持续影 

响指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 **年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显著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学生满意度 **% 

教职工满意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