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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波 大 学 文 件 
 

宁大政〔2016〕22 号 
 

 关于印发《宁波大学收入分配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宁波大学收入分配管理办法》经第 43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
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宁波大学 
                              2016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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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收入分配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各项收入的分配管理，理顺学校与各单
位之间的利益关系，调动校内各单位、部门以及广大教职工依法
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积极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高等
学校财务制度》及其他财经法规的规定，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纳入本办法管理的收入包括： 
（一）教学服务收入：专业硕士学位学费收入、继续教育收

入、非国内学历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收入；非学历教育留学生学费
收入；各类等级考试、招生考试的报名费收入；旁听进修、辅修
等的学费收入等。 

（二）创新与服务平台、实验室及仪器设备等对外服务收入：
利用创新与服务平台、实验室及仪器设备、图书资源、学报等对
外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如实验室及仪器设备有偿使用收入、人事
档案代管收入、文献查新收入等。 

（三）成本补偿收入：电话费、网络费、证卡等工本费、标
书、图纸资料和试卷出售等主要用于补偿成本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房屋、设备等国有资产的出租收入；小额
捐赠、赞助款收入；校医院收入；各类违约金、赔偿金、各类代
管费用等收入。 

第三条  未纳入本办法管理的科研经费收入、科研服务收入
（包括技术转让、科技成果转让等收入）、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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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留学生学历教育收入）根据学校制定的其他相关文件执行。 
第四条  校内各单位、部门组织各项收入时，应严格执行国

家有关政策和《宁波大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宁波大学收费
票据管理暂行办法》等学校有关文件的规定。并按“ 收支两条线”
的管理规定，将收入全额纳入学校统一核算。对私设“ 小金库” 、
将财物化公为私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单位及个人，学校将按有
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第五条  各单位、部门分配的收入，统一纳入年度预算，经
费使用根据学校有关规定执行。其中部门发展基金原则上不得开
支人员经费（有明确用途规定的除外）。 

第六条  学校的收入分配原则上与各单位、部门的编制相结
合。 

第七条  为鼓励各学院为学校争取更多资源，对上缴学校收
入达到一定额度的，奖励相应的绩效工资额度，具体根据学校绩
效工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教学服务收入的分配 

    第八条  招收在职考生的专业硕士学位的学费收入，开办第
一年全部分配给学院，从开办第二年起，当年 9 月底在校学生人
数小于等于 150 人的，学校分配 30%，学院分配 70%；大于 150
人的，学校分配 37%，学院分配 63%。 
    其中对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按上述办法分配后，不再给予学院
每生每年 800 元的定额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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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全日制研究生（中法旅游管理等）的学费收入，
扣除同类非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标准学费收入后，按如下分配：
开办第一年全部分配给学院，从开办第二年起，当年 9 月底在校
学生人数小于等于 150 人的，学校分配 30%，学院分配 70%；
大于 150 人的，学校分配 37%，学院分配 63%。 
    第九条  继续教育收入按如下分配： 

 （一）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办学收入分配： 
    1.本校独立办学：学校 40%，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
15%，承担教学任务学院 45%。 
    2.与外单位合作办学：学校 10%，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
院 15%，承担教学任务学院 45%，校外合作单位 30%（开支管
理成本）；学校 15%，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 15%，校外
合作单位 70%（开支管理成本、教学成本）。  

（二）自考助学班办学收入分配： 
    1.本校独立办学：学校 25%，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
15%，承担教学任务学院 45%，承担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学院
15%。 
    2.与外单位合作办学：学校 25%，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
院 15%，校外合作单位 60%（开支教学成本、负责日常管理）。 

 （三）自学考试实践环节考核费和自学考试毕业论文答辩费
等分配：学校 10%，学科性学院 70%，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
学院 20%。若某一实践性环节考核人数不足 5 人（含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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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学校和继续教育学院（自考学院）不参与分配，所有费用全部
拨给学科性学院。 

 （四）非学历教育培训项目办学收入分配：学校 15%，办学
单位 85%。 

 （五）经学校同意设立的社会力量办学机构（民办非企业法
人）开展的非学历教育，财务收支由该机构独立管理，学校收取
办学收入 15%的管理费。该机构收支情况按月上报学校计财处和
继续教育与培训处备案。 

（六）凡本校不是办学主体的、与外单位合作的办学项目收
入分配：以本校办学单位经费收入总额为分配基数，学校 15%,
办学单位 85%。 

第十条  各类考试报名费收入按如下分配： 
1.普通话测试报名费、英语等级和计算机等级考试报名费收

入全额用于承办单位组织考试的费用支出。 
2.其他各类考试报名费收入，扣除应上交上级主管部门的经

费后，学校分配 10%，承办部门分配 90%。承办部门分配收入
用于各类考试相关费用支出，不足部分在承办部门相关业务经费
中开支，学校不再另行安排预算经费。 

第十一条  旁听、进修、辅修、国内访问学者等学费收入，
学校分配 20%，学院分配 80%。 

第十二条  以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硕士论文阶段学
费、研究生课程进修费收入，学校分配 30%，学院分配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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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女子学院的相关业务收入，全额返回学院用于女
子学院的各项开支，学校不另行安排预算经费。 

第十四条  非国内学历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收入按如下分配： 
1.中加班学费收入，学校分配 40%；学院分配 60%。 
2.中澳班学费收入，学校分配 20%，学院分配 80%。 
3.CGA、CPA 项目和 ACCA 项目培训收入，学校分配 15%，

学院分配 85%。 
第十五条  非学历教育长期留学生（三个月及以上）的学费、

注册费收入，学校分配 20%，学院分配 80%。 
非学历教育短期来华留学生团组（短期游学或三个月以下培

训）的学费收入，学校分配 15%，学院分配 85%。 
第三章  创新与服务平台、实验室及仪器设备 

等对外服务收入的分配 

第十六条  利用创新与服务平台、实验室和仪器设备、档案
室、学报、图书资源、报告厅等开展对外服务的收入，学校分配
20%，承办单位分配 80%。其中承办单位分配的收入总额中，劳
务费支出一般不得高于 40%，涉及利用实验室和仪器设备开展对
外服务的，设备维护和更新支出等不得低于 25%。 

第四章  成本补偿收入的分配  

第十七条  各类成本补偿收入，学校分配 90%，承办单位分
配 10%。 

第十八条  固定资产处置收入全额上交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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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其他收入的分配 

第十九条  房屋、设备等国有资产的出租（借）必须经学校
审批。国有资产出租（借）收入分配办法另行制定，在办法出台
前暂按如下分配：学校分配 90%，承办单位分配 10%。 

第二十条  未列入宁波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管理的小额捐
赠收入按如下分配： 

1.以学校名义取得的各种赞助费、捐赠款，由学校统一安排
使用。 

2.校内各单位以单位或个人名义取得的各类捐赠、赞助收入，
有指定用途的，按指定用途使用；没有指定用途的，教学(含教辅)
单位可安排收入总额的 80%，机关部门可安排收入总额的 20%
补充本单位（部门）的业务经费。 
    第二十一条  校医院年度总收入（含药品销售收入、治疗收
入、挂号收入、体检收入等）减去年度总支出（含药品采购成本、
药品损耗、办公费、外聘员工工资、校医院职工岗位津贴（标准
由人事处核定）等）后的余额学校分配 10%，校医院分配 90%。 

第二十二条  各类投资收益、违约金、赔偿金收入全额上交
学校。 

第二十三条  校内各单位承办的各级各类会议收取的会务
费等代管费用，学校可提取 3%的管理费，剩余部分列入“ 代管
款项” 核算管理，由承办单位按规定支配使用（由学校支持承办
的各类会议，学校不提取管理费，但收取的会务费必须全额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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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支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组织各项收入中发生各类成本以及相关税费、
中介费、管理费、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需要交纳的资产有
偿使用费等费用，除明确规定外，均由各单位、部门在其分配的
收入中列支。 

各单位、部门分配的收入中应安排一定经费用于各单位、部
门的事业发展和建设。 

第二十五条  各学院列入预算的收入分配，统一在年终决算
时进行。其他各单位、部门组织的收入结算，可以根据各单位、
部门需要按月份、季度、或年度进行，但每年必须在年终决算前
结算完毕。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统筹办学的继续教育项目
收入分配由该学院负责具体结算，经继续教育与培训处审核后由
计划财务处负责分配。 

第二十六  使用学校教学资源（教室、实验室等）组织收入
的，应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交纳相应费用。 

第二十七条  后勤实体组织的各项收入由学校另行制定相
关政策执行。 

第二十八条  高等技术研究院相关收入分配可参照本办法，
学校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经第 43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原《宁波大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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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管理暂行办法》（宁大政〔2010〕183 号）、《宁波大学关
于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经费收入分配的暂行规定》（宁大政〔2007〕
97 号）、《宁波大学关于留学生学费收入分配管理的补充规定（试
行）》（宁大政〔2011〕145 号）和《宁波大学继续教育经费分
配管理办法（试行）》（宁大政〔2010〕24 号）同时废止。 
 

 

 

 

 

 

 

 

 

 

 

                                                                                                          
 
 宁波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6 年 3 月 3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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