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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大连大学概况 

大连大学历史可以追溯到始建于 1949 年 4月成立的大

连大学。1987 年 10月，大连大学、大连师范专科学校、大

连市卫生学校三校合一，组建新的大连大学。1995 年学校换

建搬迁，实现实质合并，集中办学。2008 年 12月，大连铁

路卫生学校并入大连大学。 

学校占地面积 124.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56.5 万平方

米，馆藏图书 170 余万册。由综合体育馆、中心体育馆、网

球馆、游泳馆等组成的体育场馆面积达 2.07 万平方米，体

育设施达到国际比赛标准。 

多年来，大连大学在先进大学文化的引领下，秉承“让

每个人都成功、让每个人都快乐”的核心理念，发扬“立德

树人、崇学笃行、兼容并蓄、创新超越”的连大精神，倡导

“崇尚学术、崇尚科学”的优良校风，团结奋斗，坚持“以

贡献求支持、求发展”，实现了跨越发展，现已发展成为一

所拥有法学、经济、教育、文学、艺术、历史、理学、工学、

医学、管理 10大学科门类，主要办学指标和综合办学实力

进入辽宁省高校前列的综合性普通高等学校。在艾瑞深中国

校友会网公布的 2018年中国大学排行榜单中，我校入选中

国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200 强，位列 178 名，省内排名第 7，

大连市排名第 4。 

大连大学现有 21个一级学术硕士学位授予点、4个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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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硕士学位授予点、5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学校共有

7 个省重点（培育）学科，8 个学科入选辽宁省“提升高等

学校核心竞争力特色学科建设工程”立项学科，2 个学科入

选辽宁省一流特色学科,1个学科入选辽宁省一流学科。学校

设有 25 个学院，64 个本科专业。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6000 余人（含研究生 1000 余人）。 

校本部现有教职工 1600 余人，其中正高职 188 人，博

士生导师 35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487 人，专任教师 1027

人。学校坚持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实施“金普学者”系列计

划,大力强化“大连市人才储备基地”的功能。目前，学校

有辽宁省后备院士培养工程人选 1人，长江学者 1人，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百层次人选 3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 10 人，辽宁省攀登学者 1人，辽宁特聘教授 13人，

省高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13 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

人层次人选 23人，辽宁省优秀教师 3人，辽宁省优秀专家 5

人，辽宁省领军人才 1 人，8名教师入选教育部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39 名教师入选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 

学校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建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及卓越计划项目 6 个、国家大学生

素质教育基地 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个、国家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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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线开放课程 1门、国家级双语示范课 1 门、国家级精品

视频公开课 3门、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 2部、国家级

实践教育基地 1个；建有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含建设单

位）及省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 12 个、省级校外实践教育基

地 7个、省级示范性专业、特色专业、品牌专业、综合改革

试点专业、重点支持专业、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专业、

转型发展试点专业、国际化试点专业 22 个，省级精品类课

程 27 门，省级“十二五”规划教材 7部，省级教学团队 6

个，是省微电子通信与 IT产业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学校以科技创新推进事业发展，科研实力显著增强。学

校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 个、院士工作站 1个，拥有 1个

教育部创新团队和 6个辽宁省创新团队，建有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实验室 3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 个、辽宁省高校重大

科技平台 1 个、辽宁省协同创新中心 2 个，以及 35个省级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和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近

五年，学校承担国家级项目 225项，年全口径科研经费超亿

元；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各 1项；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和技术发明二等奖各 1项、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

2016 年获得辽宁省技术发明一等奖、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位居辽宁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第 2名；发

表 SCI、SSCI、EI、CSSCI 检索论文 1300余篇次；授权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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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335 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 1 项国防科研成果参加

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14项军民融合科技创新成

果参加“辽宁省第一届军民融合成果展”。这标志着我校科

技创新能力步入全国地方高校的前列。在教育部科技司发布

的《2016 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我校年度科研

经费居全国第 150 名。 

学校发挥综合性地方大学、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紧

密围绕大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成以信息科学、生命

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等为引领的优势学科群。学校不断加强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以高质量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为大连市东北亚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建设、软件

和服务外包新领军城市建设、国家防震减灾示范城市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汽车产业、生物医学材料产业、海洋

微生物产业、蓝莓产业发展，为智慧大连、智慧教育、智慧

医疗等民生工程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学校注重吸引国外智力，积极开展国际间交流与合作。

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韩国、台湾

等国家和地区的 1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友好合作关

系，在国际化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先后设立了塞舌尔大学孔子学院、科摩罗大学孔子学堂、大

连韩国世宗学堂，学校的办学内涵不断丰富，国际知名度和

影响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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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连大学以教育部“双一流”建设为契机，进入

了加快创建“全国一流教学研究型地方大学”奋斗目标的新

的发展阶段。未来五年，学校将力争实现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的突破，若干学科进入全国地方高校前列，基本建成特色鲜

明、学科优势显著的全国一流教学研究型地方大学。 

一、主要职责 

大连大学作为大连市唯一一所市属综合地方性大学，承

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创

新的重要职责。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大连大学部门预算是包括大连大学本部及下属 3家预算

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本部门中行政单位 0 家，事业单位 4

家。具体包括：大连大学本部、大连市卫生学校、大连铁路

卫生学校、大连大学乒乓球运动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三、机构设置情况 

大连大学设置机关单位、教学单位、教辅单位、附属医

院、科研单位、重点实验室以及其他单位机构。其中，机关

单位设有学校办公室(法律与招标办、保密办)、党委宣传部、

财务处等 25 个部门，教学单位设有研究生学院、环境与化

学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等 28 个学院（学部），教辅单位

设有图书馆、网络与信息中心、档案馆等 5 个部门，附属医

院包括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科

http://202.199.159.206/office/index.htm
http://tzb.dlu.edu.cn/
http://yjs.dlu.edu.cn/
http://hhxy.dlu.edu.cn/
http://hhxy.dlu.edu.cn/
http://xxgc.dlu.edu.cn/
http://ldlu.dlu.edu.cn/
http://wxzx.dlu.edu.cn/
http://dag.dlu.edu.cn/
http://xhyy.dlu.edu.cn/
http://www.dlhospi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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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单位设有通信与网络重点实验室(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

先进设计技术中心、现代农业技术研究中心（研究院）等 13

个科研部门，重点实验室设有国家 863 空间信息技术/省通

信网络与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先进设计与智能计算

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省生物有机化学重点实验室 3 个

重点实验室，其他单位设有高等教育研究所、学生宿舍管理

中心、博物馆等 8个部门。 

 

 

 

 

 

 

 

 

 

 

 

 

 

 

 

http://cnl.dlu.edu.cn/
http://202.199.159.247/
http://cnl.dlu.edu.cn/
http://cnl.dlu.edu.cn/
http://202.199.159.247/
http://202.199.159.247/
http://klbc.dlu.edu.cn/
http://gjs.dlu.edu.cn/
http://dm1.dlu.edu.cn/
http://dm1.dlu.edu.cn/
http://bwg.dl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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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大连大学 2019 年部门预算表 

（详见附件） 

一、 2019 年收支预算总表 

二、 2019 年收入预算总表 

三、 2019 年支出预算总表 

四、 2019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五、 2019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一般公共预算） 

六、 2019 年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一般公共预算-机

关参公） 

七、 2019 年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一般公共预算-事

业） 

八、 2019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表（一般公共预算） 

九、 2019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政府性基金预算） 

十、 2019 年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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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大连大学 2019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19 年部门收支预算 

2019年收入预算 59437.16万元，比 2018年增加 1596.77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47059.3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事业收入 12377.86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附属单

位上缴收入 0万元，其他收入 0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

差额 0 万元，上年结转 0万元。 

2019年支出预算 59437.16万元，比 2018年增加 1596.77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36169.25 万元，日常公用经费 7620.77

万元，部门预算专项经费 15647.14 万元，提前告知专项经

费 0万元。 

二、2019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 

2019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 47059.30 万元，比 2018 年增

加 1651.61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059.30 万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 0万元。 

2019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47059.30 万元，比 2018 年增

加 1651.61 万元。按照“人员经费按实际，公用经费按定额，

项目经费按需要与可能”的原则编制。其中：人员经费

28565.45 万元，日常公用经费 4439.42 万元，部门预算专项

经费 14054.43 万元，提前告知专项经费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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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大连大学 2019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 274.50

万元，包括大连大学本部以及下属 3家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

拨关系的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比 2018

年预算增加 0.24 万元。 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预算 4万元，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

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

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保险

费、公杂费等支出。与 2018 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本年

与上年工作计划基本一致。 

公务接待费预算 1.50 万元，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

国家重大政策调研、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

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比 2018

年预算增加 0.24 万元，主要原因是下属大连市卫生学校对

外开展业务略有增加。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 26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

购置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269 万元），主要安排编制

内公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

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与 2018 年预算持平，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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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节省开支，保证费用不增

加。 

二、机关（事业）运行经费预算  

机关（事业）运行经费是指行政机关（事业）使用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19 年度机关(事业)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4439.42 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19 年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 

四、政府采购情况  

2019 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249.82 万元，其中：货

物类预算 200 万元、服务类预算 49.82 万元、工程类预算 0

万元。 

五、预算绩效情况  

2019年，按照“先有绩效，后有预算”原则，本部门共

计编制绩效目标 26个，预算金额 15647.14 万元，占项目支

出比重 100%。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大连大学共有车辆 116辆，

其中，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

车 0辆，机要通信用车 3辆，应急保障用车 0辆, 执法执勤

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

其他用车 113辆。单位价值 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141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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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9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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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市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财政专户拨款收入：指单位按规定代收的应上缴财政

专户的预算外资金。 

3.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收入”、“上级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经营性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以

外的收入。 

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5.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6.“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

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

位公务用车购置费以及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

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

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7.高等教育：指高等学校为培养研究生、本科生及留学

生等安排的支出。 

8.中专教育：指中等专业学校为培养学生安排的支出。 

9.职业高中教育：指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为培养学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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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出。 

10.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

的离退休经费。 

11.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

单位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

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12.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款）住房公积金（项）：

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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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