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部门决算公开说明

一、学院的主要职责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主要承担职业技术学历教育和职业

技能短期培训职能。包括实施全日制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

和中等职业教育，开展学历继续教育，面向行业、企业开展

职工继续教育，面向社会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和师资培

训，培养适应现代化生产、服务需要的中级技工、高级和预

备技师，承担职业技能鉴定、就业服务以及企业技师和高级

技师的提升培训与研修交流、考核鉴定与评价等。

二、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2017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学院认真学习

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省十三次党代会和市四次党代会精神，按照追赶超越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高等教育“四个一流”的部署和要求，

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支持安康职业技术学院追赶超越

加快发展的意见》，加强主动协调，加快新校区建设，加速

整合融合，加大管理改革，提高办学水平，圆满完成“一年

调整完善”，基本实现了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三合”“六

统一”要求，学院建设发展取得新进展，追赶超越迈上新台

阶。

（一）全面完成新校区建设。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完成

了体育场、体育馆、学术报告厅、校园景观二期绿化工程。



校园信息化建设完成中心机房、光纤铺设等硬件基础建设和

无线网络全覆盖、一卡通，启动软件应用系统建设。完成了

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15 个室内场馆和 2 个户外项目建设，

即将试运营。图书馆开馆运行，文化导视系统、校史馆进入

设计招标。环境优雅、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的新校园基本建

成。

（二）启动“一校两中心”建设。附属小学已于 8 月份

开工， 2018 年 4 月竣工，秋季招生。安康市综合培训中心

已经市政府同意，正开展前期工作。其中，安康市公共实训

基地项目已报国家发改委审批；安康市职业农民培训基地项

目正在申报国家扶贫贷款；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心项目已与

高新区达成联合建设意向。

（三）深入推进整合融合。按照市政府提出的“三合”

“六统一”要求，统筹优化教育资源、整合优化办学功能，

完成了整合后资产清查、人员清理、档案移交等工作，形成

了全日制教学与非全日制教学兼顾，学历教育与短期培训并

举，技能培训鉴定与社会服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办学格

局，综合功能的优势不断凸显。制定了内设机构方案，完成

了内设机构（及其所属机构）组建和人员配备，按照干部管

理权限和程序，积极推进并完成了各内设机构负责人的任用

（转任），院系两级管理体制的框架体系基本形成。

（四）全面启动创建省级优秀高职院校。认真贯彻市委、

市政府《关于支持安康职业技术学院追赶超越加快发展的意

见》，坚持以一流为目标，紧紧围绕“一年调整、三年提高、



五年达到省级优秀高职院校”目标，制定实施优秀职业院校

建设方案，全面推进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

进，奋力建设省级优秀高职院校。

（五）加快建设一流专业。认真实施临床医学专业精品

课资源库项目。完成师范专业引导性评估自查自评。申报老

年保健与管理、卫生信息管理、针灸推拿、电梯工程技术等

四个新专业，加快优化专业布局，提高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

的契合度。启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加强课程建设，

积极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开展了

蓝墨云班课培训活动，提高教学信息化。

（六）主动服务脱贫攻坚。学院发挥地方高职院校办学

优势，积极承担省教育厅和市政府下达的精准扶贫任务。巩

固提高汉阴县铁佛寺镇双喜村脱贫成果，包抓 30 户年度脱

贫 11 户，争取落实帮扶资金预计达 60 万元。按照“企业+

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签订三方协议，定点采购贫困户

农副产品，助推贫困村合作社发展和贫困户增收。学院与石

泉、汉阴、岚皋三个县区签署了《脱贫攻坚战略合作协议》，

围绕精准帮扶，与县区政府开展紧缺技能人才培养等十二个

方面的务实合作，积极探索“金融（贷款）+职业农民培训+

就业创业”的扶贫路子，建立院地长期合作关系，服务县区

精准脱贫。

三、学院决算单位构成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为财政全额预算拨款事业单位，内设

11个行政处室、1个群团工作部、3个教辅机构和6个二级学



院。经费来源主要为财政拨款收入和事业收入，事业收入通

过专户全额解缴财政，实行财政统一管理。

学院无纳入本部门二级预算单位。

四、学院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底，学院人员事业编制602名，实有602人，

其中行政管理人员39人，专技人员514人，工勤人员49人。

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共计303人，其中离休人员3人，退休

人员300人。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1）2017 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17836.80 万元，较上年减

少 2635.60 万元，主要原因是财政专项建设资金拨款减少。

（2）2017 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22141.11 万元（使用上年

结转的资金1697.16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2607.14

万元）比上年增加 1169.88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7 年初将

原安康技师学院、技工学校、广播电视大学、供销培训学校、

培训中心等学校账务合并，资金支出增加。



2.本年收入构成情况。

2017 年本年收入合计 17836.80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

入10921.72万元（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9911.72

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 1010 万元），占总收入的 61.23%；

事业收入 5929.32 万元，是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

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 33.24%；其他收入 985.75

万元，是财政拨款及事业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占总收入的

5.53%。

（1）财政拨款情况。

单位本年度实际收到的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 10921.7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9911.72 万元；政

府性基金收入 1010 万元。上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3804.33

万元，同期减少 2882.61 万元。

（2）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情况。

单位本年度缴入财政预算外专户 3005.5 万元，上年缴

入财政预算外专户 3325.75 万元。同期减少 320.25 万元，

原因是招生困难，学生人数减少。

单位本年度从财政专户取得预算外资金收入5929.32万

元。上年从财政专户取得预算外资金收入 3325.75 万元，同

期增加 2603.57 万元，原因是事业收入减少，市财政局预拨

3000 万元作为本年教育收费返还，计入当年事业收入。

（3）其他收入资金情况。

本年度其他收入为 985.75 万元。其中：广播电视大学

转入 584.36 万元，退役士兵培训补助款 42 万元，鉴定补贴



76.14 万元，其他收入 283.25 万元。上年其他收入 3342.32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减少 2356.57 万元。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2017 年本年支出合计 22141.1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1078.94 万元，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占总支出的

50.04%；项目支出 11062.17 万元，是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

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预算支出之外，财政预算专款安

排及事业收入安排的支出。我院主要包括新校区建设、附属

小学建设、职业教育能力提升、办学条件改善、实训室建设、

人才培养、就业创业等专项业务支出，占总支出的 49.96%。

（二）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2017 年财政拨款收入 10921.72 万元，上年财政拨款收

入 13804.33 万元，同期减少 2882.61 万元。其中：2017 年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9911.72 万元，上年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收入 13804.33 万元，同期减少 3892.61 万元。

主要原因是相对上年财政新校区建设、国培等各类专项资金

拨款减少。

2017 年财政拨款支出 12618.8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1608.89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1010 万

元。上年财政拨款支出 15057.10 万元，同期减少 2438.21

万元，主要原因是相对上年新校区建设资金支出减少。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1608.89 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7714.83 万元，项目支出 3894.06 万元，既包

括使用当年从市级财政取得的财政拨款发生的支出，也包括

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2017 年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比上年减少 3448.21 万元，主要

原因是相对上年财政新校区建设、国培等各类资金支出减

少。

（1）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7714.83

万元，按支出功能科目分，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 万

元，主要用于高职院校人才建设及教师培训；教育支出

7174.63 万元，其中：普通教育支出 670.44 万元 （包括高

等教育支出 613.2 万元；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57.24 万元）主

要用于发放学生高职国家助学金和事业运行经费支出；职业

教育支出 6490.54 万元（其中：中专教育支出 594.27 万元 ，

主要用于发放学生国家助学金；技校教育支出 2.11 万元，

主要用于发放学生国家助学金；高等职业教育支出 5820.96

万元，主要用于事业运行经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

费;其他职业教育支出 73.2 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其

他教育支出 13.65 万元，主要用于学生助学金；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530.2 万元 （其中：就业补助支出 458.28 万元，

主要用于技师学院承担对外各类技能培训支出；抚恤金支出

71.92 万元，主要用于发放抚恤金）。

（2）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 3894.06

万元，按支出功能科目分，其中：教育支出 3509.06 万元，



（包括：普通教育支出 600 万元 ，主要用于附属小学建设

支出；职业教育支出 2909.06 万元 ，主要用于新校区建设

及附属小学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 万元，主要用

于新技师人才培养支出；其他支出 375 万元，主要用于附属

小学建设支出。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7714.83 万

元，包括人员经费 6110.71 万元，公用经费 1604.12 万元。

用于保障事业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2017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1010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1010 万元。上年无政府基金拨款，同期增加 1010 万元，主

要用于：财政安排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000 万元，主要用于新校区建设支出；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

公益金支出 10 万元，主要用于武术工作室建设。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三）2017 年度“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

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三公”经费本年度支出总额为 23.79 万元，2016 年度

支出总额为 7.55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6.24 万元。

2016、2017 年度均无车辆购置费用。



本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公务车运行维护 17.16 万元，实际

公务用车保有 18 辆，2016 年度公务用车保有 10 辆，财政拨

款支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为 5.5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 11.59 万元。主要由于我单位 2016 年底合并原安康技师

学院、技工学校、广播电视大学、供销培训学校、培训中心

等学校，实际用车为 18 辆，且由于技师学院（二级学院）

主要业务均在各县区及乡镇，以及我院招生工作安排，公务

用车量增加，导致 2017 年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增加。

本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公务接待累计 58 批次，705 人次，

经费支出 6.64 万元，2016 财政拨款支出公务接待费用 1.9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66 万元。主要用于毕业生就业招

聘会餐费、省广播电视大学检查验收巡考监考、合作办学、

校企联合、为提升教学水平学术报告讲座等发生的费用。

本年度财政拨款无因公出国（境）团组支出，财政拨款

支出批次为 0，人次为 0.

2.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财政拨款培训费支出 10.94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基本支出 6.82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 4.12 万

元。2016 年度 19.12 万元，相比同期减少 8.18 万元，主要

原因是 2017 年底教师人才培养发生的支出于 2018 年年初报

销费用。

3.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财政拨款无会议费支出。

六、2017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7 年学院对专项经费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一般公共

预算当年拨款 3894.06 万元。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属于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不存在机关运行经费

支出。

2017 年本单位用于机构运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04.12 万元，用于维持学院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公用支出。

其中：办公费 134.09 万元；印刷费 13.94 万元；水费 91.54

万元；电费 153.54 万元；邮寄、电话费 23.82 万元；物业

管理费127.91万元；差旅费170.49万元；维修维护费289.61

万元；租赁费 165.48 万元；公务接待费 6.64 万元；专用材

料实习实训耗材费 144.99 万元；劳务费 21.44 万元；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 17.16 万元；手续费、培训费、委托业务费、

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服务等支出 242.52 万元；其他资

本性支出 0.95 万元。上年用于机构运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317.24 万元（2016 年度主要使用预算外资金支付），2017

年度增加 1286.88 万元，主要原因是原安康技师学院、技工

学校、广播电视大学、供销培训学校、培训中心等七个学校

合并，维持学院日常运转支出增加。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政府采购共计支出 1029.23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类

支出 370.25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 386.31 万元；政府

采购工程类支出 272.67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实际共有车辆 18 辆；

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7 台（套）；无单价 100 万元

以上的通用设备。2017 年当年无购置车辆；无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设备；无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