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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南开大学创建于 1919 年，创办人是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

和张伯苓。建校以来，南开大学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的校训精神，弘扬“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 

珍视“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培养了

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

才，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世纪新阶段， 

南开大学获得教育部和天津市重点共建支持，跻身 21 世纪国

家重点建设大学行列。 

南开大学占地 448.97 万平方米，其中八里台校区占地 

122.50 万平方米，津南校区占地 245.89 万平方米，泰达学院

占地 6.72 万平方米。校舍建筑总面积 197.46 万平方米，图书

馆藏书 323.83 万册。按照“独立办学、紧密合作”的原则， 

与天津大学全面合作办学。 

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我校形成了文理并重、基础宽厚、

突出应用与创新的办学特色。现有专业学院 24 个，并设有研

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现代远程教育学院，学科门类覆盖

文、史、哲、经、管、法、理、工、农、医、教、艺等。学校

积极构建和发展适应 21 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的

学科体系，现有本科专业  81 个（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  18 

个），硕士点 231 个，博士点 172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9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8 个。现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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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覆盖 35 个二级学科），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9 个，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2 个，一级学科天津市重点学科  27 

个。现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2 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1 个，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1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8 个，教育部国际

合作联合实验室 1 个,科技部重点实验室 1 个，国家环保总局

重点实验室 1 个，教育部工程中心 3 个，天津市重点实验室 

13 个，天津市工程中心 3 个，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基地 9 个，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1 个，国家外专局

“111”创新引智基地 5 个，基金委创新群体 4 个， 教育部创

新团队（2013 年度）3 个，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 7 个，“985 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7 个，“985 工

程”科技创新平台 4 个。 

南开大学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取得了一批国内

外公认的优秀科研成果。2007 年以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

等奖 3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获国家教学成果奖 7 项，国家级精品课 35 门，精品视频

公开课 13 门，获中国青年科技奖 2 项，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

文累计入选 20 篇。14 项成果获 2014 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

奖。2013 年，被 SSCI 收录论文 28 篇，被 CSSCI 收录论文 

1432 篇。2014 年，被 SCI 收录论文 1432 篇，被 EI 收录论文 

822 篇，被 CPCI-S 收录会议论文 98 篇；“表现不俗”论文数 

661 篇，占 SCI 收录论文总数的 46.16%。 



4  

南开大学拥有一支公能兼备、业务精湛、奋发有为、充满

活力的师资队伍。在 1997 名专任教师中，有博士生导师 698 

人、硕士生导师 781 人，教授 728 人、副教授 812 人。有两院

院士（人事关系在本校）8 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5 人，

“973”和“863”计划首席专家 15 人次，国家级有突出贡献

的专家 11 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5 人，“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11 人、主要成员 29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20 人，“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 36 人，国家“特支计划”领军人才 4 人、

青年拔尖人才 4 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基金”获得者  21 

人，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 9 人，教育部“教学名

师奖”获得者 8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

者 170 人，天津市“131”创新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45 

人。 

南开大学具备培养学 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完整教

育体系。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24950 人，其中本科生 13517 

人，硕士研究生 8129 人，博士研究生 3304 人。有成人教育学

生 1059 人，远程教育学生 42445 人。 

南开大学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与国际知名的 300 多所大

学和国际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承建了美国马里兰

大学孔子学院等 8 所海外孔子学院，2012 年、2016 年两次获

评“孔子学院先进中方合作院校”。学校承担了国家汉语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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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任务，推出了牛津项目等一批水平较高的海外学习项

目，参加了达沃斯全球大学领导者论坛，筹办了首届“天津论

坛”，承担了国际公立大学联盟（IFPU）秘书处工作，首批入

选国家汉办“新汉学国际研修计划”， 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联合设立南开大学—格拉斯哥大学联合研究生 院，国际化水

平不断提升。 

二、部门预算报表及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16 年收支总预算 518099.18 万元，比上年年初部

门预算增加 117770.44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增加 947.28 万

元，财政拨款减少 22670.54 万元，事业收入减少 2 万元，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减少 40 万元，其他收入增加 139535.70 万

元。 

（二）收入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16 年公共预算收入 518099.18 万元，其中：财政

拨款 127758.77 万元，占 24.66%；事业收入 122078.00 万

元，占 23.56%；其他收入 207315.13 万元，占 40.02%；上年

结转 60947.28 万元，占 11.76%。 

（三）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16 年公共预算支出 518099.18 万元，其中：教育

支出 436276.09 万元，占 84.21%；科学技术支出 5023.09 万

元，占 0.97%；住房保障支出 16800 万元，占 3.24%；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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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年 60000 万元，占 11.58%。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16 年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27758.77 万

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22670.54万元。其中： 

1.小学教育支出（2050202）。2016 年预算数为 1451 万

元，比上年减少 27 万元。 

2.高中教育支出（2050204）。2016 年预算数为 4621 万

元，比上年增加 144.40 万元。 

3. 高 等 教 育 支 出 （ 2050205 ） 。 2016 年 预 算 数 为

103724.01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数减少 25254.70 万元。 

4.科学技术支出（206）。2016 年预算数为 4965.10 万

元，比上年减少 1050.90万元。 

5.住房改革支出（22102）。2016 年预算数为 12997.66 

万元，比上年增加 3517.66万元。 

三、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

的收入，包括教育事业收入和科研事业收入。 

3.经营收入：指学校在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

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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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收入：指学校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包括投资收益、银行

存款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捐赠收入、盘盈收入等。 

（二）支出科目 

1.教育支出：反映学校各类教育支出。 

2.科学技术：反映学校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 

3.住房保障支出：反映学校用于住房改革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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