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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概况

一、学院主要职责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于 2002 年 4 月 29 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鄂政

函[2002]49 号），由原随州师范、随州市卫生学校、随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和烈山中学等四所学校合并组建而成。2003 年 1 月，国家教育部正式备

案（教发函[2003]27 号）。学院是一所以汽车、机电、服装设计、学前教育、

建筑、医护、经济管理等学科门类为主，集普通大、中专及远程教育于一

体的综合性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

向，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办学方针，坚持“特色立校、开放强校、

文化活校、和谐兴校”的办学方略，坚持“围绕市场设专业，根据岗位设

课程，内涵发展求质量，打造特色创品牌”的办学理念，为区域经济和社

会发展服务。

二、学院基本情况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位于随州市城南新区迎宾大道 38号，占地面积 1321

亩，建筑面积 20万平方米，完善的办学条件和良好的教学质量吸引八方学

子，来自全国 28个省、市、自治区的近万名学生在这里求学深造。学院共

有教职工编制 487 人，现有在职教职员工 412 人,退休教职工 162 人。其中，

专任教师 266 人，高级职称教师 99 人。学院固定资产总值 4.54 亿元，教

学仪器设备总值 5450 余万元，馆藏图书总量 85 万册，校内建有生产性实

训基地 9个、实验实训室 57个、校外实习基地 65家。

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生人数 9887 人，设有医护学院、汽车与机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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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和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等 5 个二级学院，开设有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计

算机应用技术、旅游管理、护理、康复治疗技术、会计与统计核算、建筑

工程技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服装设计、学前教育等 42个应用型专业，

累计培训各类毕业生 26000 余人，应届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2%

以上，协议就业率保持在 70%以上。学院办学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学院先

后被授予“全国首批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创建单位”、“省级最佳文明单位”、

“湖北省平安校园”、“湖北省依法治校示范学校”、“湖北省语言文字先进

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

第二部分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19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19 年预算总收入 13320.67 万元，较上年增加 1506.7 万元，同比增

加 12.7%。其中：1.财政拨款(补助) 收入 3080 万元，较上年增加 364 万元，

同比增加 13.4%,变化原因：正常调资晋级，财政拨款(补助)增加；2.纳入

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1387.34 万元，同比增加 100%，变化原因：新增消防

整改项目；3.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853 万元，较上年减少 931 万元，同

比减少 52.2%，变化原因：2019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奖补资金指

标尚未下达，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减少；4.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5404.19

万元，较上年增加 146.03 万元，同比增加 2.7%，变化原因：预计 2019 年

招生人数略有增加；5.其他收入 167.48 万元，较上年减少 1200 万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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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减少 87.7%，变化原因：2018 年城投公司预付土地款系一次性支付，2019

年其他收入减少；6.上年结转 2428.6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740.85 万元，

同比增加 253%，变化原因：2018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项目未实施

完毕，上年结转金额增加。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19 年预算总支出 13320.67 万元，较上年增加 1506.7 万元，同比增

加 12.7%。其中按支出功能分类：人员经费支出 5502.69 万元，较上年增加

448.91 万元，同比增加 8.8%,变化原因：正常调资晋级，工资福利性支出

增加；公用经费支出 1172.4 万元，与上年持平；项目经费支出 6645.58 万

元，较上年增加 1057.79 万元，同比增加 18.9%，变化原因：新增消防整改

项目。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9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数总计 5320.34 万元（基本支出 4280 万元，

项目支出 1040.34 万元），较上年预算增加 820.34 万元，同比增加 18.2%，

变化原因：正常调资晋级，工资福利性支出增加以及新增消防整改项目，

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减少。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2019 年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收支，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

的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

2019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87.34 万元（全部用于学院后勤保障项

目），较上年预算增加 187.34 万元，同比增加 100%，变化原因：2018 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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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无此项预算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19 年机关运行经费 1172.4 万元，全部由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支

出，预算与上年持平。其中主要科目支出情况：办公费 36.31 万元，较上

年增加 6.97 万元，同比增加 23.7%，变化原因：增加教师招录经费；印刷

费 69.82 万元，较上年增加 6.32 万元，同比增加 9.9%，变化原因：印刷资

料数量增加；水费 110 万元，与上年持平；电费 140 万元，与上年持平；

邮电费 53.66 万元，较上年增加 21.41 万元，同比增加 66.3%，变化原因：

增加毕业生档案邮寄费；差旅费 20万元，与上年持平；维护费 174 万元，

与上年持平；会议费 0 万元，较上年减少 2 万元，同比减少 100%，变化原

因：无会议安排计划；培训费 64.9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 万元，同比增加

18.2%，变化原因：增加干部学习培训力度；工会经费 62.5 万元，与上年

持平；公务接待费 8 万元，较上年减少 1 万元，同比减少 11.1%，变化原因：

从严控制，厉行节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万元，较上年减少 0.2 万元，

同比减少 1.9%，变化原因：从严控制，厉行节约；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413.41

万元，较上年减少 51.3 万元，同比减少 11%，变化原因：严控一般性支出。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19 年，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3858.45 万元，较上年预算增加

3089.77 万元，同比增加 402%。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861.99 万元，

较上年预算增加 1370.15 万元，同比增加 278%，变化原因：现代职业教育

质量提升计划奖补资金结转，专业建设项目增加；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1966.66 万元，较上年预算增加 1966.66 万元，同比增加 100%，变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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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奖补资金结转，新增消防整改项目；政府购买

服务预算 29.8 万元，较上年预算减少 105.2 万元，同比减少 77.9%，变化

原因：减少服务支出。

（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2019 年，本单位资产总额 50967 万元，较上年增加 2512 万元，同比增

加 5.18%。其中，流动资产 549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730 万元，同比增加

45.9%，变化原因：专项资金和非税收入结转；固定资产 45476 万元（房屋

和构筑物 31136 万元，通用设备 4140 万元，专用设备 1469 万元，文物和

陈列品 29万元，图书、档案 1211 万元，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2518

万元，无形资产 4973 万元，），较上年增加 782 万元，同比增加 1.7%，变化

原因：专业建设增加设备设施。

二、2019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9 年，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 0 万元，与上

年相比无变化。主要原因是：财政拨款（补助）经费中未安排“三公”经

费。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与上年相比无变化。主要原因是：财政拨

款（补助）经费中未安排“三公”经费。

公务接待费 0 万元，与上年相比无变化。主要原因是：财政拨款（补

助）经费中未安排“三公”经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 万元，与上年相比无变化。主要原因是：财政

拨款（补助）经费中未安排“三公”经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与上年相比无变化。主要原因是：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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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经费中未安排“三公”经费。

第三部分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部门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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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预算绩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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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编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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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项目绩效目标编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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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市级财政预算安排且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用财政局监制发票收的收入进入专户

管理的，都是非税的。非税收入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

一种形式，属于财政资金范畴。

三、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在我国一般指中央、省、市级

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目标，以及对委托下级政府代理的一些事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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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补偿而设立的专项补助资金。资金接受者需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

四、人员经费：是指直接用于公务员个人部分的支出，具体包括基本

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等。

五、公用经费：是指行政单位为完成工作任务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

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动的支出，具体包括公务费、业务费、修

缮费、设备购置费、其他费用等。

六、教育经费：是指一个国家用于教育方面的全部开支。包括：教育

的基本建设投资、教育的经常费用、国家的财政拨款、社会团体和个人用

于教育方面的支出等。

七、政府性基金：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国家行

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为支持某项事业发展，按照

国家规定程序批准，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

包括各种基金、资金、附加和专项收费。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公用支出（包括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交通费、会议费、差旅费

等）。

九、“三公”经费：按照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因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

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2、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

出。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5%99%E8%82%B2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5%99%E8%82%B2
http://wiki.mbalib.com/wiki/%E5%9F%BA%E6%9C%AC%E5%BB%BA%E8%AE%BE%E6%8A%95%E8%B5%84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4%AF%E5%87%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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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及租用费、燃料费、

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