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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南昌航空大学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南昌航空大学是江西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普通高

等学校和独立设置的非营利性事业单位，接受江西省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与管理。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坚持“育人为本，质量立校，

人才强校，开放兴校，特色发展”的办学理念，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任务，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

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职责。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2022 年南昌航空大学内设 17 个专业学院，3 个管理型

学院，以及 1 个独立学院。学校拥有 1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 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1 个国家级工程实验室、1 个国家

级工程研究中心、30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

和省级重点基地，2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9 个省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编制人数小计 2600 人,其中：全部补助

事业编制人数 2600 人。实有人数小计 3252 人,其中：在职

人数小计 1932 人,全部补助事业在职人数 1932 人。离休人

数小计 14 人,退休人数小计 1288 人,遗属人数 18 人。在校

学生 25030 人,其中：硕士学生人数 3336 人，本科生人数

21081 人，初中生人数 381 人，小学生人数 232 人。



第二部分 南昌航空大学 2022 年单位预算表

（详见附表）

第三部分 南昌航空大学 2022 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2 年单位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2 年南昌航空大学收入预算总额为 121435.14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9559.0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45153.52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470.02 万元;教育收费资金收入

3100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持平;事业收入10300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 1300.00 万元;其他收入 9500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4185.00 万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9000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33.00 万元;国库集中支付网上结转

16481.62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6,747.02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2 年南昌航空大学支出预算总额为 121435.14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9,559.00 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83305.9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减少 7,959.60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60669.5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7518.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444 万元,资本性支出 6674 万元；项目支出 38129.24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599.4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5480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9622.0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938.6 万元,资本性支出 7137.61 万元,其他支出 951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国防支出 25.98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 25.98 万元;教育支出 118655.25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减少 9,974.44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1949.41 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89.46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804.5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持平。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66149.5 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513.09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7140.43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0,476.2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 13382.6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516.47 万元; 资

本性支出（基本建设）0.00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9,015.96 万元;资本性支出 13811.6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

减少 14,899.85 万元;其他支出 95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

少 149.00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2 年南昌航空大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 45153.52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470.02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教育支出 44349.02 万元,住房保

障支出 804.5 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41405.9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减少 1777.6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34069.5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388.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944

万元,资本性支出 4 万元。项目支出 3747.62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 3247.62 万元;其中：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296.62 万元,其他支出 451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本单位非行政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无机关

运行经费。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2年政府采购总额13327.34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

物预算 8587.55 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3167.7 万元, 政

府采购服务预算 1572.09 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单位共有车辆 23 辆,其中：一

般公务用车实有数 23 辆。

2022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具体为：无。



（九）重点项目情况说明

1.思政理论专项项目

1）项目概述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

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全

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

进学生头脑，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思政课教师队伍，不断增强

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努力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立项依据

高校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要阵地，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思政

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必须切实全面提高思政工作的质

量和水平。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对思政课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到位，课堂教学效果还需提

升，教材内容不够鲜活，教师选配和培养工作存在短板，体

制机制有待完善，评价和支持体系有待健全，因此有必要设

立专门的高校思政经费解决目前思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

短板。

3）实施主体



南昌航空大学

4）实施方案

着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四

项”科研成果、马克思主义教学科研平台、思想政治教师队

伍、宣传思想、研究生实践教学等建设。

围绕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达到预期建设目标；突

出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色，使学科主要研究方向在全省乃至全

国具有较强竞争力和优势。

5）实施周期

2022 年度

6）年度预算安排

2022 年度教育收费资金收入预算安排 320 万元

7）绩效目标和指标

年度绩效目标

围绕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着力在教学改革开展、科研水平提高、教学

能力提升等方面，达到预期目标。1、该项目为学院的教学与科研以及学科建

设提供资金保障。2、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3、提高思政理论课教师的

整体素质。通过该项目，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

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增强教学的针对性，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使教师了

解学术前沿，进一步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坚定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新版教材的专题化教学资源开发

课程（门）
>=4 门

教师的研修培训（人次） >=10 人次

教师的交流研讨（次） >=20 次

论文（篇） >=5 篇

学术专著（部） >=2 部

国家级课题（项） >=1 项

实践教学（次） >=6 次



帮扶学校（所） >=3 所

省部级课题（项） >=6 项

质量

获省级以上荣誉称号（项） >=1 项

获得省级讲课比赛奖励（项） >=2 项

获得省奖项（项） >=2 项

获得省精品课程（项） >=1 项

时效 思政课程教学计划完成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受益教师数（人） >=47 人

受益学生数（人） >=23000 人

可持续影响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 满意度
教师满意度（%） >=95%

学生满意度（%） >=95%

二、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年南昌航空大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安排0万

元，教育收费资金收入预算安排 325.00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 100.00 万元,与上年持平。

公务接待 50.00 万元,与上年持平。

公务用车运行 175.00 万元,与上年持平。

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与上年持平。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教育收费资金收入：反映实行专项管理的高中以

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

训班培训费等教育收费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

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

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

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八）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填列历年滚存的非限定用

途的非统计财政拨款结余弥补 2022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九）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1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

金。

二、支出科目

国防支出（类）国防动员（款）兵役征集（项）：反映

用于兵役征集等方面的支出。

国防支出（类）国防动员（款）其他国防动员支出（项）：

反映其他用于兵役征集等方面的支出。

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高等教育（项）：反映

各部门举办的普通本科（包括研究生）教育支出。政府各部



门对社会组织等举办的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包括研究生）的

资助，如捐赠、补贴等，也在本科目中反映。

高技术研究（类）基础研究（款）其他基础研究支出（项）：

反映其他用于基础研究工作的支出。

高技术研究（类）科技重大项目（款）科技重大专项（项）：

反映用于科技重大专项的经费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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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转役复原离退休人员发放的

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三、单位涉及的专业名词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