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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华东理工大学原名华东化工学院，1952 年由交通大学

（上海）、震旦大学（上海）、大同大学（上海）、东吴大

学（苏州）、江南大学（无锡）等校化工系合并组建而成，

是新中国第一所以化工特色闻名的高等学府，被誉为我国

“化学工程师的摇篮”。1956 年被定为全国首批招收研究生

的学校之一，1960 年被中共中央确定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

重点大学，1993 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更名为华东理工大学，

1996 年进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行列，2000 年经教育

部批准建立研究生院，2008 年获准建设“985 工程优势学科

创新平台”，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化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 3 个学科入选一流学

科建设名单。 

学校现有徐汇、奉贤和金山三个校区，占地总面积 2532

亩，各类建筑总面积 95 万平方米，图书馆总藏书量 351 万

册。建有分析测试中心、珠宝检测中心等国家级计量认证单

位。学校已连续 13 次荣获上海市“文明单位（校园）”光

荣称号。 

学校设有 17 个专业学院，学科设置涵盖理、工、农、

医、经、管、文、法、艺术、哲学、教育等 11 个学科门类。

现有本科招生专业 74 个（其中，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9 个，

第二学士学位专业 1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31 个，

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7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18个，

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4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4 个。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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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学科 8 个、上海市重点学科 10 个、上海高校一流

学科 7 个。拥有国家特色专业 12 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 26 个，上海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3 个。“化学工程与

工艺”是中国大陆高校首个通过 ABET 认证的专业，“化学”

是中国大陆高校首个通过中俄联合国际理科专业认证的专

业，商学院全部专业通过了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AACSB）商

科教育认证。学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信息工程、食品科学与

工程等 12 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化学、材料科学、

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药理学和毒理学、农业科学、

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8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化学学科进入全球前 1‰。 

现有在校全日制学生 2.8 万余人，其中，本科生 16760

人，硕士研究生 9521 人，博士研究生 1986 人，学历留学生

402 人。拥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 个，国家级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中心 2 个，上海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4 个；国

家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5 个。入选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

校、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国家创新人才培

养示范基地。在 QS 全球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中，位居大

陆高校第 16 名。 

学校现有教职员工约 3100 余人，其中，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 8 人，欧洲科学院院士 1 人，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等国家级人才 120 余人；拥有国家级教学名

师 3 人、国家级教学团队 4 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2 个；拥有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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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水平创新团队 10 个。 

学校拥有 2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4 个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1 个教育部前沿科学中心、1 个基金委基础科学

中心、39 个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5 个省部级人文社科智库

（基地）。建有国家大学科技园，是全国 6 所首批建立国家

技术转移中心的高校之一，入选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中心、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高校、首批高校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建设试点单位。

取得了一大批重大创新成果，获国家科技奖励 71 项、省部

级科技奖励 700多项，拥有各类国内外有效专利 2000多项，

一批大规模产业化推广应用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学校构建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与交流

局面，与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 130 多所国境外院校和科研机

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获批教育部首批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培养创新实践基地。获批 9 个科技部“111 计划”学科创新

引智基地。成立了费林加诺贝尔奖科学家联合研究中心、奥

利弗·哈特合同与治理研究中心。建有中法合作办学机构—

—国际卓越工程师学院，在英国建有全球首个科技创新孔子

学院，在罗马尼亚成立首家中罗共建的“华东理工大学锡比

乌中欧国际商学院”。 

今天的华东理工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按照学校

第十一次党代会确立的目标任务，立足新时代，扎根中国大

地，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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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年部门预算报表 

 

 

  

表 1：高等学校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华东理工大学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113,510.84 一、教育支出  300,425.16  

二、事业收入  158,046.00  二、科学技术支出  4,746.38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275.00  

四、其他收入  32,266.00  四、住房保障支出  9,289.20  

    其中：捐赠收入  5,800.00    

    

    

    

    

本年收入合计  303,822.84  本年支出合计  326,735.74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    结转下年  101,353.62  

上年结转  124,266.52    

    

收    入    总    计  428,089.36  支    出    总    计  428,08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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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收入 

合计 

财政拨款 

收入 

上

级

补

助

收

入 

事业收入 

经

营

收

入 

附

属

单

位

缴

款 

其他 

收入 金额 
其中： 

教育收费 

205 教育支出 277,512.26 94,960.06   158,046.00 67,196.00     24,506.20 

20502 普通教育 276,849.57 94,297.37   158,046.00 67,196.00     24,506.20 

2050205 高等教育 276,849.57 94,297.37   158,046.00 67,196.00     24,506.20 

20506 留学教育 507.41 507.41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179.78 179.78             

2050699 其他留学教育支出 327.63 327.63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155.28 155.28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155.28 155.28             

206 科学技术支出 4,746.38 4,746.38             

20602 基础研究 2,482.38 2,482.38             

2060201 机构运行 813.63 813.63             

2060204 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1,668.75 1,668.75             

20603 应用研究 2,264.00 2,264.00             

2060303 高技术研究 2,264.00 2,264.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275.00 9,715.20           2,559.8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

出 
12,275.00 9,715.20           2,559.8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325.00 6,476.80           1,848.2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

年金缴费支出 
3,950.00 3,238.40           711.6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9,289.20 4,089.20           5,20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9,289.20 4,089.20           5,20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6,299.20 4,089.20           2,21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2,990.00             2,990.00 

  合计 303,822.84 113,510.84   158,046.00 67,196.00     32,266.00 

  

表 2：高等学校收入预算表 

填报单位：华东理工大学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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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高等学校支出预算表 

填报单位：华东理工大学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

上级

支出 

经营

支出 

对下级

单位补

助支出 

205 教育支出 300,425.16 173,124.51 127,300.65    

20502 普通教育 299,731.32 172,617.10 127,114.22    

2050205 高等教育 299,731.32 172,617.10 127,114.22    

20506 留学教育 507.41 507.41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179.78 179.78     

2050699 其他留学教育支出  327.63   327.63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186.43    186.43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186.43    186.43     

206 科学技术支出  4,746.38   813.63   3,932.75     

20602 基础研究  2,482.38   813.63   1,668.75     

2060201 机构运行  813.63   813.63      

2060204 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1,668.75    1,668.75     

20603 应用研究  2,264.00    2,264.00     

2060303 高技术研究  2,264.00    2,264.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275.00   12,275.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275.00   12,275.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支出 
 8,325.00   8,325.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

缴费支出 
 3,950.00   3,95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9,289.20   9,289.2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9,289.20   9,289.2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6,299.20   6,299.20      

2210203 购房补贴  2,990.00   2,990.00      

 合计 326,735.74  195,502.34  131,2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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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高等学校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填报单位：华东理工大学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注 

205 教育支出  94,960.06   68,098.19   26,861.87   

20502 普通教育  94,297.37   67,590.78   26,706.59   

2050205 高等教育  94,297.37   67,590.78   26,706.59   

20506 留学教育  507.41   507.41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179.78   179.78    

2050699 其他留学教育支出  327.63   327.63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155.28    155.28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155.28    155.28   

206 科学技术支出  4,746.38   813.63   3,932.75   

20602 基础研究  2,482.38   813.63   1,668.75   

2060201 机构运行  813.63   813.63    

2060204 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1,668.75    1,668.75   

20603 应用研究  2,264.00    2,264.00   

2060303 高技术研究  2,264.00    2,264.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715.20   9,715.2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9,715.20   9,715.2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支出 
 6,476.80   6,476.8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

缴费支出 
 3,238.40   3,238.4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089.20   4,089.2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4,089.20   4,089.2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4,089.20   4,089.20    

  合计  113,510.84   82,716.22   30,7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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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我校

2022 年预算本着厉行节约办事业的原则，大力压减公用经

费和非刚性、非急需的一般性支出，合理保障必要的刚性支

出需求及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大任务、重点项目需求。 

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学校部门预算仅反映大学本级的

经费收支情况，不包括下属的资产经营公司等独立核算法

人单位的经费收支。 

（一）收支预算总表情况说明 

学校部门预算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上年结转；部门预算支出包括：教育

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学校 2022 年收支总预算为 428,089.36 万元。收入预

算中，本年收入合计 303,822.84 万元，上年结转

124,266.52 万元；支出预算中，本年支出合计 326,735.74

万元，结转下年 101,353.62 万元。 

（二）收入预算表情况说明 

学校 2022年本年收入预算为 303,822.84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13,510.84 万元，占当年收入

预算的 37.36%；事业收入 158,046.00 万元，占当年收入预

算的 52.02%；其他收入 32,266.00 万元，占当年收入预算

的 10.62%。 

（三）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学校 2022年本年支出预算为 326,735.74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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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支出 195,502.34 万元，占当年支出预算的 59.84%；项

目支出 131,233.40 万元，占当年支出预算的 40.16%。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学校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113,510.84 万元，与 2021 年预算相比增加了 1,395.59 万

元。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基本支出

82,716.22 万元，占 72.87%；项目支出 30,794.62 万元，

占 27.13%。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教育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等。其

中：教育支出 94,960.06 万元，占 83.66%；科学技术支出

4,746.38 万元，占 4.1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715.20

万元，占 8.56%；住房保障支出 4,089.20 万元，占 3.60%。 

四、专业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通过

部门预算拨付学校的财政资金。 

2.事业收入：指学校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

取得的收入。主要为科研事业收入和学校根据国家有关部

门批准的项目和标准收取的学费.住宿费等。 

3.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和“事业收入”

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捐赠收入、利息收入等。 

4.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

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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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科目 

1.教育支出 

高等教育：主要反映学校的日常运行支出以及为完成

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项目支出。 

2.科学技术支出 

（1）机构运行：反映学校从事基础研究和近期无法取

得实用价值的应用基础研究机构的基本支出。 

（2）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反映学校国家重点实验

室、部门开放实验室及野外台站的支出。 

（3）高技术研究：反映学校承担的事关国民经济长远

发展等重大战略性、前沿性项目的支出。 

（4）其他科学技术支出：反映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中各

类科研机构补助支出以外的其他用于科技方面的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

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支出。 

（2）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

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 

住房公积金：反映学校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

定，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支出。 

5.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

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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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使用的资金。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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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项目支出：指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事业发展目

标所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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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222 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 

主管部门及代

码 
[105]教育部   实施单位 华东理工大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680.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10,680.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学校整体办学实力提升，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

传承创新优秀文化、国际合作交流等各项工作上皆取得显著成绩，为学校步入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行列奠定了坚实基础。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平台建设投入对科研产出的支撑作

用 
效果显著 10 

严格遵守财务规定，勤俭节约、实

事求是 
严格执行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教学案例库 ＝7 个 3 

建设精品在线课程 ≥7 门 3 

全球治理相关课程覆盖学生 ≥50 人次 3 

新建或维护已建优质生源基地 ≥100 个 3 

新增国家级青年人才 ≥10 人次 3 

新增国家级人才 ≥5 人次 3 

新增省部级人才 ≥50 人次 3 

一流学科与交叉学科平台建设 ≥6 个 3 

支持学生参与国际交流 ≥18 人次 3 

支持学术活动、会议场次 ≥15 场次 3 

支持引进博士后人才 ≥60 人次 3 

质量指标 提升一流学科国际竞争能力 效果显著 3 



 1  

学科平台建设对主干学科的覆盖率 ＝1% 3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99% 1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签订四技合同数量 ≥500 个 3 

社会效益指标 

成果转化为学理建议、引导性建议

或方向性支持，上报专报数 
≥50 篇 3 

深化高中与高校一体化培养改革 效果显著 4 

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国际竞

争力 
效果显著 5 

学科平台累计对社会开放时间 ≥6000 小时 3 

生态效益指标 科研成果促进生态环境改善 有效 2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教职工满意度 ≥90% 5 

学生满意度 ≥90% 5 



 1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222-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基础设施改造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5]教育部   实施单位 华东理工大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417.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2,417.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目标 1：完成道路改善 

目标 2：完成局部增容、改造工作 

目标 3： 改善校园安全监控系统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

重 

（9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

标 
工程建设成本节约率 ≥1% 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安防、消防、防雷设施、照

明节能设施改造/新增设施

数量 

≥500 台（套）、

件 
5 

电缆敷设 ≥2000 米 10 

电力增容量 ≥4500kva 10 

质量指标 
安全设施达标率 ＝100% 10 

基础设施验收通过率 ≥9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安全事故率是否下降 下降 10 

改善广大师生员工的生活设

施条件 
改善 1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教职工满意度 ≥95% 5 

学生满意度 ≥95% 5 

 



 1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222-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房屋修缮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

码 
[105]教育部   实施单位 华东理工大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643.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2,643.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目标 1：完成既定修缮任务 

目标 2：有效利用并按时完成国拨资金计划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建设成本节约率 ≥1% 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安全设施达标率 ＝100% 5 

房屋修缮面积 ≥2000 平方米 10 

节能灯具安装 ≥500 只 5 

质量指标 
房屋修缮验收通过率 ≥100% 10 

履行招投标程序合规率 ≥100% 5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9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广大师生员工的生

活设施 
改善 5 

环境安全性 
安全事故明显减少

或没有发生 
5 

生态效益指标 

示范达到国家环保要求 是 5 

项目是否对生态发展有

积极辅助作用 
是 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教职工满意度 ≥95% 5 

学生满意度 ≥95% 5 



 1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222-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设备资料购置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

码 
[105]教育部   实施单位 华东理工大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251.64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1,251.64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目标 1：根据数据库采购周期，逐月完成相应数据库的采购 

目标 2：根据数据库订购合同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底完成该年度规划数据库的采购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仪器设备、图书采购节约率 ≥3%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电子管理系统建设或升级改造

数量 
≥15 项 10 

设备、家具等购置数量 
≥40 台

（套）、件 
5 

续订或新增电子资源数据库 ≥75 个 5 

质量指标 
履行招投标程序合规率 ≥95% 10 

设备及系统验收通过率 ≥97% 1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99%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师生员工工作生活设施改善情

况 
改善 10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和服务社会

能力 
提升 5 

生态效益指标 设施设备节能降耗达标率 ≥95% 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教职工满意度 ≥95% 5 

学生满意度 ≥95% 5 

 



 1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222 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5]教育部   实施单位 华东理工大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350.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1,350.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目标 1：优化专业结构，提升专业水平 

目标 2：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目标 3：通过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深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提升学校办学质量 

目标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育一流教师队伍 

目标 5：强化实验教学，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 

目标 6：不断完善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设，有效保障学校“双一流”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权重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拔尖创新人才 ≥60 人次 6 

创新创业及特色课程建设数量 ≥12 个 4 

大创训练计划项目 ≥280 项 4 

建设教学团队数量 ≥5 个 4 

教师参加培训人次 ≥1000 人次 4 

研究生党建特色组织生活立项项目数量 ≥30 个 4 

以专业教育为核心的双创实践活动项目 ≥10 个 4 

卓越工程师专业建设 ≥7 个 4 

质量指标 

本科生参加各类竞赛获奖数量 ≥700 人次 4 

本科生发表论文数量 ≥50 篇 4 

教师教学、科研水平 显著提升 4 

教授、副教授给本科生授课比例 ≥15% 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发挥教育行业引领性、辐射性作用 取得成效 10 

实现地方及国家高等教育优质资源资源

共享 
范围较广 10 

与对口支援学校、实训基地、社会各方

共同协同发挥育人作用 
取得成效 1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教师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 ≥95% 5 

学生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 ≥95% 5 

 



 2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222 中央高校管理改革等绩效拨款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5]教育部   实施单位 华东理工大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319.58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2,319.58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资助育人全过程，为推动学校“双一流”建设，提升研究生

综合素质提供有力保障，为社会输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奖励或资助学生人次 ≥7000 人次 10 

质量指标 奖助学金覆盖面 ≥10% 1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20 

资助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资助学生学习积极

性 
持续提高 3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职工满意度 ≥90% 5 

学生满意度 ≥90% 5 

 



 2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22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主管部门及

代码 
[105]教育部   实施单位 华东理工大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931.19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4,916.00 

      上年结转 15.19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以提高高校的自主创新能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为主要目标，重点支持青年教师和品学

兼优且具有科研潜质的在校研究生在科研领域的自由探索和创新活动； 

2.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科研能力和水平，加强学科交叉项目研究，加快学校科学研究的国际化

进程，从而提升学校的整体科研水平； 

3.材料生物学与动态化学前沿科学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在前沿技术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青年教师科研项目数 ≥60 项 5 

支持学生科研、创新研究项目数 ≥50 项 5 

支持学术活动、会议数量 ≥3 场 5 

支持优秀创新团队建设数量 ≥40 个 5 

专项支持项目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80 篇 5 

质量指标 

青年教师获得专利或知识产权数 ≥30 个 5 

省部级以上人才称号 ≥15 人次 5 

在校优秀学生科研创新能力 ≥3 人次 5 

时效指标 
项目经费到位率 ＝100% 5 

项目完成率 ＝100% 5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师资队伍可持续发展 有效 6 

提高科研队伍研究能力和业务水平 

大幅提升我

校青年教师

科研能力，

具备承担国

家级科技项

目的能力 

6 

支持整体科研梯队建设情况 层级合理 6 

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有效 6 

生态效益指标 保护生态环境 有效 6 

满意

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承担项目的青年教学科研人员满意度 ≥95% 5 

承担项目的学生满意度 ≥95% 5 

 



 2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222 中央高校捐赠配比专项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5]教育部   实施单位 华东理工大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86.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786.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作为捐赠资金的配套，更好的完成捐助人的助学助教目标，支持创新科研、改善

基本办学条件等。 

2、通过学校统筹，补充学生奖助补体系，加大奖优和助困学生的覆盖面。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奖励或资助学生人次 

≥4000 人

次 
25 

时效指标 资助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2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推进教育捐赠配套设施和激励

机制建立 
有效 15 

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捐资 有效 1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受资助学生满意度 ≥98% 5 

项目受益对象满意度 ≥9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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