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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一）学校基本情况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一校两地（北京、克拉玛依），

北京昌平校区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军都山南麓，北京校区校园

占地面积 700余亩；克拉玛依校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

拉玛依市，校园占地面积 7000 余亩。学校是一所石油特色

鲜明、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

大学。1997年，学校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行

列；2006年，成为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

2017年，学校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行列，全面开启建

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 

经过六十八年的建设发展，学校形成了石油特色鲜明，

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布局。石油石化等重

点学科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在国际上形成了一定影响。根

据 ESI最新数据，学校有 6个学科进入 ESI排行前 1%，分别

是化学、工程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环境

/生态学，其中工程学进入 ESI 全球前 1‰，环境/生态学于

2021 年 1 月首次进入 ESI 全球前 1%。围绕石油石化产业结

构，构建起由石油石化主体学科、支撑学科、基础学科和新

兴交叉学科组成的石油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布局，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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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计划”、“提升计划”和“培育计划”，分别建设石油

与天然气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等石油石化优势学科，

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基础支撑学科，新能源、新材料和

人工智能等新兴交叉学科。 

学校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人才培养质

量是学校生命线”的理念，为国家培养了二十余万名优秀专

门人才，为国家石油石化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被誉

为“石油人才的摇篮”。学校现有在校全日制本科生 13437

人（其中克拉玛依校区全日制本科生 4696人）、硕士研究生

6889 人、博士研究生 1886 人、留学生 637 人，在校生总数

2 万余人。毕业生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普遍欢迎，毕业生就

业率持续保持高位。 

学校坚持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

建立了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 1759 人（其中

克拉玛依校区教职工 286 人），教授 296人，副教授 440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 3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人。现有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 2 个，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高

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6 个，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

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 4个，国家级教学团队 3 个，北京

市优秀教学团队 6 个。2018年，2 项成果获高等教育国家级

教学成果二等奖。学校坚持引进与培养相结合，通过青年拔

尖人才计划选拔、青年教师成长工程两条快速成长通道，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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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优秀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一批优秀青年教师脱颖而出。 

学校坚持把科学研究作为强校之路，按照“搭建大平台、

承担大项目、凝聚大团队、取得大成果、做出大贡献”的思

路，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科研水平。现有 2 个国家

重点实验室、11 个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分室以及 26 个省部

级各类科研创新平台和 18 个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重点

实验室分室。石油石化学科研究领域优势突出，在多个研究

领域居国内领先水平，在非常规油气、新能源等新兴研究领

域发展迅速。“十三五”期间，学校共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832 项，获国家级三大科技奖共 18项、其中作为第一完成单

位的有 6 项；获得省部级及社会力量科技奖 397项，其中作

为第一完成单位的有 240 项。国家级奖励数在 2017 年全国

高校通用项目中排名第 7。 

学校坚持走“政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道路。2013 年

10 月，教育部与五大石油公司签署了共建石油大学的协议。

学校先后与 140余个省市区政府、企事业单位签订了全面合

作协议，特别是探索建立了产学研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

新模式。现有近 76家石油石化企业在校设置企业奖助学金；

13 家石油石化企业在校建立了育才厅；与 40 家企业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联合招收博士后；在 202 家石油石化企业设立了

研究生工作站或联合培养基地；在 103家企业建立了学生实

习基地；在 69 家石油石化企业建立了社会实践基地。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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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学校与克拉玛依市联合建立克

拉玛依工程师学院，与三大石油公司在京研究院联合建立北

京工程师学院，着力实施本科卓越计划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在高等工程教育领域迈出了新步伐。 

学校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实施国际化战略，国际

交流与合作领域和范围不断拓宽，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学校

与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 196所高

校和多家公司建立起了多层次、多领域、多渠道的交流合作

关系。与国外大学或公司联合建设了 10 个国际联合研究机

构，与厄瓜多尔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联合建立了孔子学院。

2018 年学校发起成立了世界能源领域高校合作组织——世

界能源大学联盟，联盟成员包括来自 17个国家的 31所高校。

学校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 60

多个国外高校、企业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2017 年学校入

选北京市外国留学生“一带一路”奖学金项目；获批“丝绸

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入选首批北京市“一带一路”

国家人才培养基地项目。2019 年在全国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校

中首批获批“中非友谊”奖学金项目和“中非友谊”中国政

府奖学金进修生培训项目。 

学校坚持把加强和改进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学校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穿

于学校工作的各方面，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秉承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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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形成了石油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氛围。“实事求

是、艰苦奋斗”的校风、“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

风、“为学为师，立德立言”的教风、“厚积薄发，开物成务”

的校训以及“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爱国奉献，开拓创新”

的中石大精神，是中石大文化的精髓。 

厚积薄发，开物成务。立足新时代，学校将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强优、拓新、

创一流”“重教学、强科研”，实施“特色发展、创新驱动、

开放融合、人才强校”四大战略，以“绿色赋能、智能赋能、

治理赋能”为三大动能，向着能源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

研究型大学的宏伟目标阔步迈进。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我校预算单位构成仅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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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年度部门预算报表 

   

表 1：高等学校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功能分类)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89,369.42  一、教育支出 239,116.75 

二、事业收入 118,613.00  二、科学技术支出 1,804.5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839.33 

四、其他收入 37,328.35  四、住房保障支出 7,123.36 

    其中：捐赠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245,310.77 本年支出合计 272,883.94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5,640.00 结转下年 175,685.48 

上年结转 197,618.65    
 

        

收    入    总    计 448,569.42 支    出    总    计 448,56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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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高等学校收入预算表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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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400.81 79,925.34   115,167.12 44,217.12     37,308.35 

20502   普通教育 229,882.82 77,407.35   115,167.12 44,217.12     37,308.35 

2050205 高等教育 229,882.82 77,407.35   115,167.12 44,217.12     37,308.35 

20506   留学教育 2,313.99 2,313.99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645.27 645.27             

2050699 其他留学教育支出 1,668.72 1,668.72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204.00 204.00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204.00 204.0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1,571.00 1,571.00             

20602   基础研究 1,571.00 1,571.00             

2060204 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1,571.00 1,571.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15.60 4,2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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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

出 
4,215.60 4,215.6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810.40 2,810.4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

年金缴费支出 
1,405.20 1,405.2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123.36 3,657.48   3,445.88 3,445.88     2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7,123.36 3,657.48   3,445.88 3,445.88     2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435.00 2,033.85   3,401.15 3,401.15       

2210202 提租补贴 250.00 25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438.36 1,373.63   44.73 44.73     20.00 

  合计 245,310.77 89,369.42   118,613.00 47,663.00     37,3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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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高等学校支出预算表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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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116.75 153,685.76 85,430.99 
   

20502   普通教育 236,598.12 151,371.77 85,226.35 
   

2050205 高等教育 236,598.12 151,371.77 85,226.35 
   

20506   留学教育 2,313.99 2,313.99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645.27 645.27   
   

2050699 其他留学教育支出 1,668.72 1,668.72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204.64   204.64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204.64   204.64 
   

206  科学技术支出 1,804.50   1,804.50 
   

20602   基础研究 1,804.50   1,804.50 
   

2060204 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1,804.50   1,804.5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839.33 24,8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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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

出 
24,839.33 24,839.33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673.62 13,673.62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

年金缴费支出 
11,165.71 11,165.7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123.36 7,123.36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7,123.36 7,123.3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435.00 5,435.00   
   

2210202 提租补贴 250.00 25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438.36 1,438.36   
   

  合计 272,883.94 185,648.45 87,2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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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高等学校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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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25.34 57,060.29 22,865.05   

20502   普通教育 77,407.35 54,746.30 22,661.05   

2050205 高等教育 77,407.35 54,746.30 22,661.05   

20506   留学教育 2,313.99 2,313.99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645.27 645.27     

2050699 其他留学教育支出 1,668.72 1,668.72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204.00   204.00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204.00   204.0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1,571.00   1,571.00   

20602   基础研究 1,571.00   1,5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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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204 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1,571.00   1,571.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15.60 4,215.6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215.60 4,215.6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支出 
2,810.40 2,810.4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

缴费支出 
1,405.20 1,405.2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657.48 3,657.48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657.48 3,657.4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033.85 2,033.85     

2210202 提租补贴 250.00 25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373.63 1,373.63     

  合计 89,369.42  64,933.37  24,4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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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预算数据分析 

（一）收支预算总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22 年预算总收入 448569.42 万元，本年预算收入    

245310.77 万元，比上年增长 25367.51 万元，其中：财政拨

款增长 11852.82 万元，事业收入增长 11191.00 万元，其他收

入增长 2323.69 万元。 

我校 2022 年预算总支出 448569.42 万元，本年预算支出

272883.94 万元，比上年增长 18354.48 万元，其中教育支出

增长 13858.42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增长 17.45 万元，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增加 4215.60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增加 263.01

万元。 

（二）收入预算表数据分析 

我校 2022 年收入预算 245310.77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89369.42 万元，占 36.43%；事业收入 118613 万元，占 48.35%；

其他收入 37328.35 万元，占 15.22%。事业收入包括科研事

业收入和教育收费收入，其中：科研事业收入 70950 万元，

占当年预算收入的 28.92%，主要是通过承接科研项目、开展

科研协作、转化科技成果、进行科技咨询等取得的收入；教

育收费 47663 万元，占当年预算收入的 19.43%，主要是收取

的学费、培养费、住宿费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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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预算表数据分析 

我校 2022 年支出预算 272883.94 万元，其中，教育支出

239116.75 万元，占 87.62%；科学技术支出 1804.50 万元，

占 0.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839.33 万元，占 9.1%； 住

房保障支出 7123.36 万元，占 2.58%。 

基本支出 185648.45 万元，占比 68.03%；项目支出

87235.49 万元，占比 31.97%。 

 

37% 

48% 

15% 

部门预算收入构成情况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 

68% 

32% 

部门预算支出构成情况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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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数据分析 

我校 2022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89369.42  万元，与上

年相比增加 11852.82 万元，增长了 15.29%。具体包括： 

1.高等教育（2050205），2022 年度预算数为 77407.35 万

元，比 2021 年度预算数增长 16.65%。 

2. 来华留学教育（2050602），2022 年度预算数为 645.27

万元，比 2021 年度预算数降低 62.7%。 

3. 其他留学教育支出（2050699），2022 年度预算数为

1668.72 万元，为今年新增。 

4. 其他教育支出（2059999），2022 年度预算数为 204

万元，比上年略有下降。 

5. 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2060204），2022 年度预算数

为 1571 万元，比上年略有下降。 

6.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2022年度预算数为 2810.4 万元，与上年一致。 

7.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080506），2022

年度预算数为 1405.2 万元，与上年一致。 

8. 住房公积金（2210201），2022年度预算数为 2033.85

万元，比 2021 年度预算数增长 15.65%。 

9. 提租补贴（2210202），2022 年度预算数为 250 万元，

与上年一致。 

10. 购房补贴（2210203），2022年度预算数为 137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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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与 2021 年预算基本持平。 

四、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财政拨款收入：指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

包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其中，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指事业单位收到

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收费等资金。 

3、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

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二）支出科目 

1、教育支出（205）：反映政府教育事务支出。 

（1）普通教育（20502）：反映各类普通教育支出。 

（2）高等教育（2050205）：反映经国家批准设立的中

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部门所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包括研究生）的支出。 

（3）留学教育（20506）：反映经国家批准，由教育部

门统一归口管理的出国、来华留学生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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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来华留学教育（2050602）：反映资助来华留学生

支出。 

（5）其他留学教育支出（2050699）：反映其他用于留

学教育方面的支出。 

（6）其他教育支出（20599）：反映其他用于教育方面

的支出。 

（7）其他教育支出（2059999）：反映其他用于教育方

面的支出。 

2、科学技术支出（206）：反映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 

（1）基础研究（20602）：反映从事基础研究、近期无

法取得使用价值的应用研究机构的支出、专项科学研究支出，

以及重点实验室、重大科学工程的支出。 

（2）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2060204）：反映国家（重

点）实验室、部门开放实验室及野外台站的支出。 

（3）其他科学技术支出（20699）：反映其他用于科技

方面的支出。 

（4）其他科学技术支出（2069999）：反映其他用于科

技方面的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

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1）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反映用于行政事

业单位离退休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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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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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080506）：反

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

年金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221）：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

出。 

（1）住房改革支出（22102）：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用财

政拨款资金和其他资金等安排的住房改革支出。 

（2）住房公积金（2210201）：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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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提租补贴（2210202）：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

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4）购房补贴（2210203）：反映按房改政策固定，行

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

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5、基本支出：主要是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

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

部分。 

6、项目支出：是中央部门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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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的支出，包括基本

建设、有关事业发展专项计划、专项业务费、大型修缮、大

型购置、大型会议等项目支出。 

 

五、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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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校捐赠配比专项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高校捐赠配比专项 

主管部门 教育部 实施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0.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5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完善学校相关资助政策，强化资助资金管理，加强资助政策宣传，提升资助育人成效，全面推进精准资助，保证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受助覆盖面达 100%，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高校为吸引社会捐赠开展的工作次数 ≥6 次 10.00 

数量指标 奖励或资助学生人次 ≥830 人次 10.00 

质量指标 奖助金覆盖面 ≥4.4% 10.00 

质量指标 受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率 ≥92% 10.00 

时效指标 资助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捐赠占教育经费比重 ≥0.06% 8.00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高校社会捐赠的公平与效率 逐年促进 7.00 

社会效益指标 
推进教育捐赠配套措施和激励机制建

立 
逐年推进 7.00 

社会效益指标 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捐资助学 逐年提高 8.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资助学生满意度 ≥95% 3.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受益对象满意度 ≥95% 3.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校满意度 ≥95%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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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校管理改革等绩效拨款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高校管理改革等绩效拨款 

主管部门 教育部 实施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467.47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2467.47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主要用于安排后勤供暖及物业支出，分担学校运行成本，压缩后勤物业等成本，提高后勤服务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供暖楼宇 ≥3 栋 10.00 

数量指标 供暖天数 ≥3 月 10.00 

数量指标 楼宇水电 ≥4 月 10.00 

质量指标 供暖温度 ≥20 度 10.00 

时效指标 2022 年 11 月完成情况 ≥95%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校园后勤服务水平 提升 15.00 

社会效益指标 后勤物业管理水平 增强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对校园后勤满意度 ≥90% 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职工满意度 ≥90% 3.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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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 

主管部门 教育部 实施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40.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104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通过实施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学生实习实践项目等： 

1.加强面向全体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大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不断增强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加强全面协调和统筹推进全校教育教学改革，建立健全

系统化育人长效机制，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格局。深入挖掘其他各类课程的育人功能，形成各类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协同育人效应。形成一批优秀示范课程和示范基地，培养一批以基础学科拔尖学生为代表的，

具有优秀人文与科学素养、宽厚的专业基础、开阔的国际视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学生。    

2.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在石油石化学科领域凝练学科方向，突出特色，追求卓越，积极促进学科专业交

叉融合，努力培育学科新的增长点；推动学科发展与经济产业深度融合，为国家经济发展培育新动能，基本实现石油

石化领域优势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结构。设置储能、碳储等专业完善新能源开发利用

专业体系。建设现代产业学院 1 个。力争新增国家级和省级一流专业 5-10 个，做好一流专业建设，每个一流专业都

建设一定的省部级一流课程、教材、师资和教改等方面的成果。 

3. 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以优化资源配置为抓手，进一步完善教师人事管理制度，深化人

才工作体制机制，形成与学校发展目标和“双一流”建设相适应，符合人才成长规律，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

的人才工作治理体系，造就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的一流科学家、学术领军人物，打造

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4.建设一批一流专业和课程，一流的协同育人机制，一流的实践教学条件、一流的师资、一流的质量保障体系，促进

具有中国特色、石油石化领域世界一流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深化研究生招生选拔制度改革，完善拔尖创新型、高层

次应用型、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产学研创新，强化科教融合，以本博（硕）一体化培养和工程博士培养

模式改革为着力点，优化本研一体化课程体系，构建新型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改进学位授予评价

体系，进一步提高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质量，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规范管理，凝练特色，开拓进取，建

设集学历和非学历继续教育为一体的，多层次、多模式、全方位的网络与继续教育体系。力争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新增

1 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新增 5-10 项。 

5.深入实施国际化战略，充分挖掘整合利用现有国际合作资源，提升国际化教育规模和水平。确立一批世界知名能源

高校和研究机构为重点战略合作伙伴；筹建国际学术组织，汇集国际能源行业顶尖人才，提升我校在能源领域的国际

影响力；开拓线上国际教育项目，打造能源学科大学生国际竞赛品牌项目。进一步提升世界能源大学联盟的国际影响

力，推动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迈上新台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本硕博一体培养方案 ≥1 套 2.00 

数量指标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5 项 3.00 

数量指标 创新创业成果省部级及以上获奖数 ≥500 项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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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指标 创新创业及特色课程建设数量 ≥2 个 2.00 

数量指标 创新创业平台/活动/项目数量 ≥300 个 3.00 

数量指标 建设教学团队数量 ≥7 个 2.00 

数量指标 建设研究生全英语硕士学位项目 ≥4 个 2.00 

数量指标 教师参加培训人次 ≥200 人次 2.00 

数量指标 新增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0 门 5.00 

数量指标 
新增国家级/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 
≥10 个 5.00 

数量指标 新增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数量 ≥4 门 5.00 

数量指标 学生实践活动数量 ≥10 个 3.00 

数量指标 学生实习学院 ≥9 个 2.00 

质量指标 教授、副教授给本科生授课比例 ≥80% 2.00 

质量指标 
教学项目及论文等获其他省市级以上

奖项数量 
≥10 项 4.00 

质量指标 省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数量 ≥3 项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

质人才，满足国家行业人才需求。 
逐年提升 15.00 

社会效益指标 
培养一批国家能源战略亟需的拔尖创

新人才 
深远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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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 ≥9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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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主管部门 教育部 实施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315.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2315.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1.以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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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资助青年教师不少于 80 人；通过资助，青年教师科研创新能力大大

提高，一批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成为学校科学研究工作生力军，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专题等国家级项目不少于 5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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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人才培养，进一步培养研究生国际视野与开拓精神，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2022 年支持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不

低于 35 项，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获奖不低于 10 项。 

4.按照中央专项资金使用要求，按时完成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进度，年末完成建设任务。及时满足教师科研需要，提

升学校整体科研实力。2022 年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进度 6 月份达到 50%，12 月达到 100%。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具有创新水平和实际贡献的论文数 ≥300 个 5.00 

数量指标 支持前瞻导向及培育项目 ≥5 项 5.00 

数量指标 支持青年教师科研项目数 ≥100 项 5.00 

数量指标 支持学生科研、创新研究项目数 ≥50 项 5.00 

数量指标 支持学术活动、会议数量 ≥20 场 5.00 

数量指标 支持学术专著出版 ≥5 本 5.00 

数量指标 支持研究生国际交流 ≥20 次 5.00 

数量指标 支持优秀创新团队建设数量 ≥4 个 5.00 

质量指标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获奖数 ≥10 项 5.00 

质量指标 
获得专利、知识产权数；出版专著数

量 
≥100 个（部） 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为政府、行业、企业提供技术和理论

支持 
有效 4.00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师资队伍可持续发展 得到增强 3.00 

社会效益指标 科研团队科研创新能力 得到提升 4.00 

社会效益指标 青年教师科研创新能力 有所提升 4.00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中央高校自主创新能力和高层次

人才培养能力 
得以提升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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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指标 
为青年教师搭建其他渠道科研项目经

费资助 
资金支持稳定 3.00 

社会效益指标 研究成果有助于国内外同行交流 效果明显 3.00 

社会效益指标 在校优秀学生科研创新能力 有所增强 3.00 

社会效益指标 整体科研梯队层次建设 合理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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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承担项目的学生满意度 ≥9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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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房屋修缮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房屋修缮项目 

主管部门 教育部 实施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39.03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2039.03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完成第二教学楼、游泳馆、校医院、学生公寓等楼宇修缮，完成主楼、工程东楼、化工楼等屋面防水维修，改善师生住宿办公

条件，提升资产使用价值。留学生公寓智能电表系统改造，完成润杰公寓洗漱间维修改造。有效节约用电，改善住宿环境，提

高学生宿舍安全性、卫生及舒适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工程建设成本节约率（%） ≥3% 10.00 

经济成本指标 仪器设备、图书采购节约率 ≥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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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台（套）、件 4.00 

数量指标 电子管理系统建设或升级改造数 ＝1 套 4.00 

数量指标 房屋修缮面积 ≥62678.00 平方米 4.00 

数量指标 设备、家具等购置数量 ≥120 台（套）、件 4.00 

数量指标 水、电、气、暖等管网改造工程量 ≥1500.00 延米 4.00 

质量指标 房屋修缮验收通过率 ≥98% 4.00 

质量指标 基础设施验收通过率 ≥98% 4.00 

质量指标 履行招投标程序合规率 ≥98% 4.00 

质量指标 设备及系统验收通过率 ≥98% 4.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95% 4.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提升 3.00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校园安全有效性 有所保障 3.00 

社会效益指标 房屋修缮类项目验收后投入使用时限 ＝10 年 3.00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广大师生员工的教学、科研条件况 提高 3.00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广大师生员工的生活设施条件 改善 3.00 

社会效益指标 购置设备使用时长 ≥10 年 3.00 

生态效益指标 设施设备节能降耗达标率 ≥98% 2.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职工满意度 ≥95% 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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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基础设施改造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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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实施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238.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2238.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完成南北校园教学楼、图书馆等周边环境综合修缮，修缮地下管网，加强安防、消防建设，修缮足球场草坪使我校的

校园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安全事故明显减少，节能效果更加显著。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工程建设成本节约率（%） ≥3% 10.00 

经济成本指标 仪器设备、图书采购节约率 ≥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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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 台（套）、件 5.00 

数量指标 道路改造面积 ≥4500 平方米 5.00 

数量指标 设备、家具等购置数量 ≥464 台（套）、件 5.00 

数量指标 水、电、气、暖等管网改造工程量 ≥505 平方米 5.00 

质量指标 基础设施验收通过率 ≥98% 5.00 

质量指标 履行招投标程序合规率 ≥98% 5.00 

质量指标 设备及系统验收通过率 ≥98% 5.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95%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和服务社会的能

力 
提升 3.00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校园安全 保障 3.00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广大师生员工的教学、科研条件

况 
有所提高 3.00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广大师生员工的生活设施条件 有效改善 3.00 

社会效益指标 购置设备使用时长 ≥10 年 2.00 

社会效益指标 基础设施改造类验收后投入使用时限 ≥10 年 3.00 

社会效益指标 设施设备节能降耗达标率 ≥98% 3.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职工满意度 ≥95% 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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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经费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教育部 实施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12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10.00 

     上年结转资金 0.12 

         其他资金 0.0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1. 建成一个网络名师工作室； 

2. 打造一支思政教师、专业课教师、职能部门干部、辅导员、学生组成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健全网络教

师队伍“传帮带”、影响一群学生骨干； 

3. 形成 1-2 个可复制、可推行的工作方法及典型案例； 

4. 打造一批优秀网络作品； 

5. 出版网络机制研究专著； 

6. 建成在北京市及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宣传平台。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养骨干教师 ≥8 个 10.00 

数量指标 培养学生骨干 ≥30 人 5.00 

数量指标 优秀网络作品 ≥100 个 10.00 

数量指标 专著 ≥1.0000 项 10.00 

时效指标 经验总结 ≥1 个 5.00 

时效指标 扩大网络作品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20 次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优秀网络作品宣传辐射面 ≥100000 人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员工对网络作品的满意度 ≥9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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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运行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运行 

主管部门 教育部 实施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5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 1：服务国家油气安全和双碳目标重大战略需求，开展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成为引领我国油气勘

探开发领域基础理论创新、核心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的主要基地，为国家能源安全

和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目标 2：加速推进实验室重组工作，构建完善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运行管理和服务支撑体系。 

目标 3：满足实验室科研平台的科研需求，保证正常运转，支撑推动“双一流”学科建设。 

目标 4：有效改善办公环境，保证管理服务工作正常运转。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设立开放课题 ≥10 项 10.00 

数量指标 新增、升级改造设备及家具 ≥4 台套 10.00 

数量指标 新增或升级改造实验室数量 ≥2 个 10.00 

数量指标 支持学术活动、会议数量 ≥2 场 10.00 

质量指标 房屋修缮验收通过率 ≥1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仪器设备利用率 显著提升 10.00 

社会效益指标 教师科研创新能力 显著 10.00 

社会效益指标 
是否能维持国家重点实验室平台的正

常运转 
是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师满意度 ≥90% 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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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基本科研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基本科研 

主管部门 教育部 实施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70.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57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服务国家油气安全和双碳目标重大战略需求，开展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成为引领我国油气勘探开发领

域基础理论创新、核心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的主要基地，为国家能源安全和可持续

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围绕实验室主要任务和研究开展持续深入的系统性研究和探索性自主选题研究。设立十几项的自

主研究课题，在实验室重点支持的研究方向上取得科技进展和突破。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各类获奖 ≥2 次 8.00 

数量指标 设立自主课题 ≥10 项 10.00 

数量指标 支持学术活动、会议数量 ≥2 场 8.00 

质量指标 固定成员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数 ≥100 篇 8.00 

质量指标 
固定成员获授权发明专利数；出版专

著数量 
≥25 项 8.00 

时效指标 各项任务按计划完成率 ≥90% 8.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扩展理论前沿，发现国家重大需求 有效 10.00 

社会效益指标 人才培养能力 显著 10.00 

社会效益指标 
是否使广大师生对实验室设施及水平

评价更高 
是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师满意度 ≥90% 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0%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