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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经费管理、完善相关的中小学教育拨款制度，探索

学校财务会计核算方式改革的新思路，在政府会计改革的背景下，我们借鉴美国

公立教育系统财务会计制度，结合我国中小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将学校的经费

费用按照功能进行分类，并展开有关教育经费成本管理分析研究。 

二、研究进展概述 

本课题自 2010 年开始实施，大致经历了三个研究阶段：（1）教育支出功能

分类改革初始探索阶段（2010-2014 年）；（2）教育支出功能分类课题扩展阶段

（2014-2015 年）；（3）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课题研究阶段（2016 年至今）。 

（一）教育支出功能分类改革初始探索阶段 

自 2010 年以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下文简称“财政所”）

与浙江省财政厅合作在浙江省五个县（包括绍兴市绍兴县（现柯桥区）、湖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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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区、嘉兴市南湖区、丽水市遂昌县、舟山市定海区）开展了教育支出功能分

类改革研究。涉及的学校包括学前教育、中小学以及中等职业教育阶段的各类学

校。各试点县（区）在维持现有教育支出经济分类不变、会计核算办法不变的基

础上，按学校教育功能进行支出分类方式新增一个独立平行账套，对学校的财务

支出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测算。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浙江试点县（区）梳理了不同类型学校的支出结构，

开发完善了《中小学校教育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设置实施办法》、《职业教育学校支

出功能分类科目设置体系及其核算办法》，并生成了各级各类学校的财务支出功

能分类数据并对此进行了相关分析。 

改革试点所提供的核算信息有利于明确各级政府教育支出责任、范围和优先

顺序，落实“保运转、求发展、上水平”的政策目标。例如，湖州根据改革所得

到的数据信息，出台了《湖州市本级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并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中职财政拨款机制；嘉兴制定出中职学校差别化生均财政

拨款标准，将嘉兴产业政策的导向和专业发展的需求密切结合起来。值得一提的

是，本课题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现实依据。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

小学校财务制度》第二十五条指出：“中小学校可以结合实际，在上述支出分类

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教育教学功能细化支出分类。”其次，强化了学校财务管

理意识，提升了学校财务管理水平。特别对于中职学校来说，有助于中职专业结

构调整，加强学校专业设置和建设。例如，嘉兴建筑工业学校根据功能分类核算

结果，决定取消信息技术专业的招生。最后，在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情况下，准

确、科学地反映学校办学各项支出情况，对确定政府购买服务的价格等政策改革

都具有现实意义。 

（二）教育支出功能分类课题扩展阶段 

在浙江试点的基础上，我们继续将课题向中西部地区扩展。2015 年财政所

受教育部财务司委托，在中西部地区探索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测算的研究。在测算

过程中我们认为，科学测算公用经费需要建立在教育支出的合理分类基础之上。

因此，在财政部教科文司与教育部财务司的领导和支持下，课题组于 2015 年着

手将浙江省的试点经验推广到中西部四个试点，包括河北省辛集市、湖北省恩施

市、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云南省建水县。 

我们在 2015 年间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和培训，其中包括：1 月的启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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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月培训会议以及 5 月的推进会议。 

为了顺利开展中西部省份的改革试点工作，2015 年 1 月，由教育部财务司、

财政所主办，浙江省财政厅、教育厅、绍兴市柯桥区财政和教育系统承办的“义

务教育支出功能分类改革课题启动暨培训班”在绍兴市柯桥区顺利召开。来自上

述中西部四个试点县市的代表参加了本次培训活动，并与课题组正式签订了研究

合作协议。会上，浙江省嘉兴市、湖州市、衢州市龙游县、绍兴市柯桥区、舟山

市定海区五个试点地区的财会人员分享了他们在中职、义务教育支出功能分类改

革中的做法、成果、经验和启示。培训班成员还到柯桥区教育体育局的会计核算

中心进行了实地学习，并通过上机操作财会软件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了教育支出功

能分类的会计知识。培训提升了中西部试点地区中小学会计人员的业务能力，为

2015 年在中西部实施义务教育支出功能分类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积极推进支出功能分类改革课题的工作，我们在 2015 年分别召开了相

关课题培训会、“义务教育支出功能分类改革课题推进会”以及试点的实地调研。 

2015 年 3 月至 4 月初，课题组成员会同浙江省试点地区财务人员，分别赴

中西部四个试点地区召开课题启动暨培训会，并开展相关培训工作。来自各省教

育厅、试点地区教育局（教体局）、财政局、县市人民政府的负责人，以及各试

点市县承担试点工作任务的高中、初中、小学阶段的校长及财务人员，总计近 500 

人参加了培训会。来自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龙游县、绍兴市柯桥区的财会专家

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支出功能分类改革的内容及操作方法，对票据分配等技术问

题、改革试点的具体程序和科目核算体系进行了讲解和答疑，并组织培训人员进

行了支出分割业务操练。培训会后，课题组成员于 2015 年 4 月分别到辛集市和

建水县展开调研，对他们 1-3 月份的功能分类改革情况进行了考察，特别是对科

目分配与归集的科学性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针对试点地区功能分类改革工作推进情况以及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

课题组于 2015 年 5 月 7 日在北京大学组织召开了“义务教育支出功能分类改革

课题推进会”。来自四个试点地区的财务人员、浙江定海区的财务人员、以及课

题组的专家团队参与了会议讨论。会上，各地区分享和交流了近期改革试点的经

验，同时对科目分割的科学性、功能分类科目的统一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形

成了更加完善的解决方案。自 5 月 7 日的推进会后，各试点地区的工作已经在样

本学校全面铺开，并于 2016 年 3 月将各试点的功能分类数据归集成数据库，为

各方责任主体做相关分析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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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课题研究阶段 

从 2016 年春季学期起，在中西部四个试点地区正式开展“权责发生制下教

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课题研究。课题转向的背景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财

政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63 号）的

相关政策精神，我国将于 2020 年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和权

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教育部财务司于 2015 年 11 月底向试点四省正

式下发关于参与开展“权责发生制下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课题研究的通知，

拟在上述课题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中小学财务核算体系与管理制度改革的研究，

探索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的教育支出功能分类改革。  

为了更好地探索权责发生制下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从 2016 年 3 月份开

始，在袁连生教授为主的专家指导下，我们与各试点县课题成员通过网络视频会

议、现场会的方式共同商讨并草拟制定权责发生制下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课题方案，

包括框架的搭建、中小学固定资产折旧与摊销问题的讨论等。 

2016 年 6 月 14 日，我们在北京大学成功召开了“义务教育支出功能分类课

题总结暨权责发生制下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课题启动大会”。参会人员有浙江省的

代表（浙江省财政厅教科文处、浙江舟山市定海区、绍兴市柯桥区、龙游县、嘉

兴市财政局和教育局的财务同志）、中西部三省试点代表1（河北辛集、湖北恩施、

陕西安康市汉滨区教育局的同志）、山东省代表（山东省教育厅财务处的同志）

以及教育部财务司的同志。会议主要讨论了 2015 年课题的总结以及数据分析阶

段性成果和权责发生制下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课题方案启动。 

三、工作的主要进展 

（一）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课题实施工作 

2016 年，我们根据各试点的实际情况，采取了灵活的方式进行课题实施工

作，主要有调账和记账的两种方式。在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采取调账的方式将教

育支出功能分类的数据转化成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财务数据，采取这种方式的地区

包括：湖北省恩施市、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云南省建水县。在条件成熟的地区

完全采取权责发生制下的会计记账的方式生成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财务数据，目前

由河北辛集采取此方案。在北京师范大学袁连生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赵西

                                                        
1 由于天气不可抗拒的原因，云南建水县代表未能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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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教授的指导下，我们先后制定了《中小学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提纲（草案）》、

《基于教育费用功能分类的中小学财务报告编制手册》。前者提纲挈领地论述了

中小学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的背景目标与会计原则，收入费用表、费用明细表

和资产负债表的设计，总账科目和明细科目的设置以及费用功能分类改革的准备

工作；后者主要针对采用调账方案的试点准备了调账操作办法。 

另外，由于本课题对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财务管理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越来越

多的县区积极加入到我们的课题团队中。在山东省教育厅财务处钟京志处长的支

持和推荐下，山东滕州市教育局积极加入本课题中。2016 年 7 月 19 日，我们邀

请了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赵西卜教授，在王蓉所长以及刘明兴副所长的带领下一

行 7 人赴滕州召开滕州市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课题启动大会，山东省教育厅财务

处、滕州市政府、财政局和教育局的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赵西卜教授介绍

了当前政府会计改革的方向以及课题的意义，赵俊婷博士汇报了当前本课题的进

展情况，辛集市教育局石志俭科长展示了辛集试点经验。山东省教育厅以及滕州

试点各部门领导同志通过以上课题介绍，了解到课题的意义和价值以及相关做法，

并表示对本课题的兴趣和信心。在赵西卜教授的指导下，我们为滕州制定了《权

责发生制下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滕州草案）》，在该方案中，我们在坚持权责发生

制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教育业务的主要特点，将教育功能科目细分到课程与年级，

力图反映教育内部的运行特征，切实为学校内部管理提供数据服务的职能，同时

我们引入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概念，从根本上测算学校学生培养成本，各学科

课程成本以及年级成本。 

针对以上三种方案的思路：第一种通过记账的方式生成精细化的教育成本数

据（2017 年新方案，拟用于滕州等试点）；第二种通过调账的方式归集相关数据

（湖北恩施市、云南建水县、陕西安康汉滨区）；第三种采用记账的方式在原有

功能分类的基础上生成相关数据（2016年辛集做法）。课题组做了几件重要工作：

（1）对第一种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了了探讨和调研。在 2016 年 10 月底召开的“第

二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暨 2016 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

委员会年会”上，我们邀请袁连生教授、赵西卜教授作为会议指导专家，与浙江

试点、中西部试点以及山东教育厅、滕州教育局相关同志共同商讨《权责发生制

下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滕州草案）》的可行性，会上大家对新方案进行了以下探

讨：①科目设置是否能囊括学校所有业务的问题；②科目设置是否有重叠；③科

目细分是否会导致数据的失真；④方案的地方适应性问题等。同时我们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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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18 日赴河北辛集进行调研，辛集市率先开始采用会计核算的方式进行权

责发生制教育功能费用功能分类改革，并及时开发了固定资产软件、存货在线管

理软件，已经有了很好地按照记账方式进行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的研究基础。

在全面完成第三种方案的基础上，我们得到辛集市教育局长的大力支持，辛集教

育局积极参与到新方案的研究中，为全面核算学生培养成本、课程成本等，以及

学校管理会计的发展提供实践基地。通过可行性分析，我们发现在合理的财务人

员组织结构以及完善的财务电算软件的帮助下，可以有效缓解精细化管理带来的

财务人员工作量增大的问题；同时考虑到小规模学校细分课程和年级存在一定的

困难，我们将小规模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校类型进行单列，不做课程与年级的

细分，由此更加准确地反映学校的业务情况。辛集试点的做法也将为滕州试点以

及其他试点的改革提供实践性指导。 

（2）针对第二种方案，课题组于 2017 年 1 月 22 日到云南建水进行培训和

调研，培训会议上赵西卜教授给建水全县教育系统的财务人员介绍了政府会计改

革的发展趋势和权责发生制下行政事业单位部门财务会计的操作办法。同时我们

对建水县利用调账的方式进行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课题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并在此

基础上修改完善了《基于教育费用功能分类的中小学财务报告编制手册》，以便

更好地为其他试点所用。预计 2017 年 3 月份数据收集后，课题组将会对此做初

步的分析。 

（二）数据分析工作 

目前课题的数据团队正在进行教育支出功能分类数据可视化的工作，探讨教

育成本会计分析、建立学校财务报告分析应用体系；利用功能分类的数据以及相

关调查数据，结合当前教育热点问题进行教育财政探讨的工作。  

四、阶段性成果和重要突破 

（一）促进了地方教育部门财务管理的发展 

课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教育部门加强教育系统的财务管理和财务管

理分析的应用。 

由于课题的需要，各试点不断完善教育系统财务管理软件和人员资源配置的

策略。在功能分类核算软件平台搭建上，建水县课题组获得了县教育局配套资金 

32 万；辛集市课题组获得县财政局、教育局的配套资金共计 21.7 万，其中县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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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配套 18 万元。各试点地区教育局在财务人员的配置上也做了工作部署。例如，

辛集市教育局决定在各个乡镇中心校成立核算中心，其他试点地区教育局也为本

课题的顺利开展增派了专业财务人员。 

同时促进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利用功能分类数据进行全县教育系统的财务

分析，河北辛集市在汇报中基于辛集教育支出功能分类数据对学校办学规模与办

学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陕西省安康市教育局做了新方案的规划报告，同

时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财政问题、现行的教师绩效工资以及班主任津贴做了调研

分析。 

（二）为政府会计改革提供实践基础 

教育领域的财务会计改革是政府会计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本课题的研究从

宏观上顺应政府会计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做到完全与政府会计的改革对接，为其

提供相关的研究基础。 

目前，我们已经提出教育成本会计的研究思路，基于功能分类的数据，主要

结合学校业务的规律来探讨，将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将学科教学作为

直接成本，非教学成本作为间接成本并按照成本动因分配到各学科教学成本中。

这直接为政府成本会计的研究提供现实依据。 

（三）促进学校教育财政研究 

从已有文献可看出，美国很早就建立了学校教育财政分析的框架，其前提是

需要建立在基于学校业务活动的会计功能分类基础之上，即只有将财务支出数据

进行功能分类之后才可讨论学校教育财政的相关问题。目前为止，课题组在田志

磊博士的带领下利用 tableau 软件对功能分类数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黄斌教授

利用浙江试点地区数据进行了学校教育成本分析；汪栋博士利用中西部四省试点

数据做了学校规模因素对教育成本及结构的影响分析。 

五、结论与建议 

本课题将继续基于浙江、中西部地区以及滕州地方试点的开展情况完善权责

发生制下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课题方案，对科目的合理性、有用性、敏感性进行进

一步的探索，更加细致清晰地反映教育领域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重要信息，为进

一步建立教育领域绩效评估体系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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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双一流”建设方案综述 

摘要：本文对截至目前各地先后出台的“双一流”建设方案进行了梳理，并就以下几个

方面——建设目标、经费投入、促进高校分类发展、学科专业建设突出特色与优势、人才引

进与教师队伍建设对各地方案进行了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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