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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施权责发生制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能够切实反映出学生培养成本的财务信

息，是政府预算会计改革下的必然趋势，将对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和管理模式产生深远的影

响。本文利用陕西省汉滨区试点学校数据对其德智体美支出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体育等生均

支出项目存在显著的城乡“倒挂”现象。因此，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的实施，在满足各级

各类学校德智体美支出充足、公平和效率要求的同时，也为测算德智体美教育成本提供了量

化指标和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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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目前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提高

学生培养水平的基本要求。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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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系统推

进保障机制改革，逐步健全各级各类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切实加强和改进体育，

改变美育薄弱局面，并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

体系。教育经费投入作为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素质教育事

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如何加强义务教育阶段经费管理，切实保障教育生均经费投

入的充足、公平、有效，成为当前素质教育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汉滨区改革实施方案 

为了加强义务教育阶段经费管理，改革各级各类学校财务会计核算方法，建

立和完善反映学生培养成本等财务信息的权责发生制财务报告制度，解决当前我

国义务教育阶段经费核算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从 2010 年起，北京大学中国教育

财政科学研究所（下文称“财政所”）在相关部委的支持下，开展了义务教育费

用（支出）功能分类改革研究，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是试点地区之一。 

在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过程中，汉滨区选取了 A 镇、B 镇和 C 办三个镇

办的 50 所学校，进行 3 年期的权责发生制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试点，对支出

按“经济科目”“功能科目”和“部门”三个维度进行分类。2017 年 3 月，汉滨

区已完成了 50 所学校财务数据录入和核对工作，并逐校分小学、初中生成了“功

能支出和经济支出”交叉表，同年 4 月，完成了 50 所学校固定资产统计和折旧

工作，5 月已将折旧数据替换了原资本性支出的数据，各项改革工作稳步推进。

与其他试点地区相比，自 2016 年起，汉滨区依照中共中央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加

强德智体美教育改革和经费保障的要求，对教学支出按照“德育支出、智育支出、

体育支出、美育支出、通用技术与实践支出、其他教育支出”6 个子科目进行分

类核算1，切实完善学校财务会计核算方法、细化教学支出的明细科目，从而努力

推动实现各级各类学校德智体美教育投入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二、德智体美总支出分析 

根据《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德育、智育、体育和

                                                        
1  汉滨区试点过程中，C 办、A 镇将教学支出划分为“德育支出、智育支出、体育支出、美育支出、通用技

术与实践支出、其他教育支出”等六个支出科目，而 B 镇的支出划分只包括前面四类。为了统一数据口径，

故在后文的数据分析部分，试点学校样本仅采用 C 办和 A 镇地区 25 个试点学校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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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等四大方面。全面加强和改进德智体美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

的有机融合，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其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 

（一）政策文本梳理 

2016 年 6 月 20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印发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提升基础教育整体水平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

要求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意见》

指出，陕西省内各级教育部门要重视体育和美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随后，2017 年 4 月 28 日，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了《陕西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各级政府

要健全财政投入机制，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完善各类教育预算拨款制度和投入机

制，合理确定并适时提高相关拨款标准和投入水平，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二）汉滨投入状况 

依照《义务教育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设置》，汉滨区通过归集和分配教育费用，

按照各项费用的功能，将学校经常性会计成本划分为 8 个一级科目，27 个二级

科目，并在教育支出科目下设置“德育支出、智育支出、体育支出、美育支出、

通用技术与实践支出、其他教育支出”6 个子科目进行分类核算。如表 1 所示，

2016 年，汉滨区 25 所试点学校教学支出共计 5858.15 万元（已剔除试点地区 B

镇的 25 所学校的统计数据），其中德智体美支出合计 5308.62 万元，约占教学支

出的 90.62%，教育事业总支出的 34.31%。作为中小学校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

分，汉滨区两个试点地区的德智体美支出占教学支出的比重均稳定在 88%以上，

其中 C 办占比高达 91.60%。 

表 1 汉滨区德智体美支出统计表         （单位：元） 

支出的功能类型 合计  A 镇 C 办 

教育事业支出 154718220.07 46194041.52 108524178.55 

教学支出 58581524.40 19872174.86 38709349.54 

德育支出 6515499.55 1659109.44 4856390.11 

智育支出 41935862.50 14352954.71 275829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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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支出 2299006.51 850278.83 1448727.68 

美育支出 2335854.66 765125.51 1570729.15 

德智体美合计 53086223.22 17627468.49 35458754.73 

占教学支出 90.62% 88.70% 91.60% 

占总支出 34.31% 38.16% 32.67% 

 

在德智体美生均支出方面，依据《2016 汉滨区试点学校基本情况（年报）》

中年初和年末各试点学校的学生人数，统计出年平均学生数，对生均支出进行系

统核算。在小学阶段，2016 年，汉滨区德智体美生均支出为 3447.13 元，其中 A

镇生均支出 5066.58 元，比同期的 C 办高出 2214.71 元，在各试点地区里处于首

位。与此同时，受学校规模、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在 24 所试点小学之间，德

智体美生均支出差异也非常明显。2016 年，A 镇 XX 小学德智体美生均支出高

达 40846.27 元，而同期的汉滨区 XX 小学仅为 1582.17 元，两者极差为 39264.10

元，学校间的投入差距较大。初中阶段，汉滨区 3 个试点地区共有初中 8 所，因

统计口径差异，剔除掉 C 区 7 所初中后，仅仅剩下 A 镇 1 所试点初中，故无法

统计初中学校的组间差异。2016 年，汉滨区试点初中的德智体美生均支出为

6570.43 元，约为同期小学生均支出的两倍。 

表 2 汉滨区德智体美生均支出统计表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A 镇 C 办 

德智体美 53086223.22 17627468.49 35458754.73 

小学生均 3447.13 5066.58 2851.87 

小学组距 39264.10 38183.84 8747.25 

初中生均 6570.43 6570.43 - 

注：一组数据的最小限度叫做下限，最大限度叫做上限，下限和上限之间的距离，即为组距。 

 

根据教育经济学有关教育生产的一般原理，学校的办学成本会受到学校规模

的影响。在 2015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

中，中央政府提出要提高对规模较小学校的公用经费补助水平，落实农村地区不

足 100 人的学校按 100 人核定公用经费的政策。参照国内外学校规模的划分标准

以及试点学校的实际情况，本报告拟根据学生数量对汉滨区 25 所试点学校进行

分组2，200 人以上学校归为大规模学校（其中包含试点小学 14 所），而 100 人以

下的学校划分为小规模学校（其中包含试点小学 6 所），同时还有 100-200 人规

                                                        
2  学生数量为各试点地区教育部门提供的年初学生数和年末学生数的算术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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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中等规模学校 5 所。在小学阶段，汉滨区不同规模学校之间的德智体美生均

支出表现出显著差异，其中小规模学校德智体美生均支出为 13562.87 元，而同

期的大规模学校生均支出仅为 2892.70 元，两者差距高达 4.69 倍，大规模学校的

生均支出也显著低于试点地区内平均水平（3447.13 元）。在初中阶段，样本中仅

有 A 镇一所初中，故不再进行生均的统计分析。因此，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定额采

用“一刀切”的拨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不同规模学校的生均教育成本存

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在短期内导致学校间生均投入差距过大。 

表 3 汉滨区德智体美支出规模分类统计表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A 镇 C 办 

小学小规模学校生均 13562.87 14435.83 10329.42 

小学大规模学校生均 2892.70 3878.42 2748.38 

小学生均 3447.13 5066.58 2851.87 

 

与此同时，学校在城乡的分布情况，也往往会影响学校之间的教育成本投入

状况。依据汉滨区各试点学校基本情况信息表及义务教育质量检测数据，25 所

试点学校中，有汉滨区 XX 小学等 5 所小学位于城市地区。上述 5 所小学均分布

在 C 办，为了便于区域内比较，本报告抽取 C 办 5 所城区小学和 8 所乡村小学

进行横向比较。2016 年，汉滨区 C 办德智体美生均支出为 2851.87 元，略高于同

期 5 所城区小学的生均支出水平，而同期 8 所乡村小学的生均支出则为 3351.19

元，比城区小学高出 803.09 元，组间差异十分显著，如表 4 所示。2017 年 1 月，

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规划》中要求统筹城乡义

务教育发展，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努力缩小城乡间

差距。从汉滨区试点学校的统计数据上看，德智体美生均支出反而出现了城乡“倒

挂”的现象。 

               表 4 汉滨区德智体美支出城乡分类统计表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城市生均 2548.10 

农村生均 3351.19 

城乡生均 28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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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育支出方面 

义务教育中的德育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法律和心理健康的教育，

它是中小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和学校工作具有重

要的导向和保证作用。 

（一）政策文本梳理 

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

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科学定位德育目标，合理设计德

育内容、途径、方法，促使中小学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由浅入深、分层递进、有

机衔接。在德育教学经费保障方面，自 2017 年 8 月起，教育部要求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和学校将德育经费纳入经费年度预算，完善优化教育手段，提供德育工作

必需的场所、设施，订阅必备的参考书、报刊杂志，配齐相应的教学仪器设备等

3。在各省份德育投入的实践过程中，广东省率先对德育支出进行了量化要求，在

中小学校德育工作评估细则中明确德育经费支出应不低于公用经费的 10%。 

（二）汉滨投入状况 

作为中小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滨区各试点学校不断加大德育方

面的经费投入。如表 5 所示，2016 年，汉滨区 25 所试点学校德育支出合计 651.55

万元，约占教学支出的 11.12%，教育事业总支出的 4.21%，在德智体美支出中，

仅次于智育支出，所占教学支出的比重稳定在第二位。另一方面，对汉滨两个试

点地区进行横向比较发现，2016 年 C 办德育支出为 485.64 万元，占教学支出的

比重高达 12.55%，而同期的 A 镇占比尚不足 10%，不同试点区域对德育方面的

经费投入存在较大差异。 

表 5 汉滨区德育支出统计表              （单位：元） 

支出的功能类型 合计  A 镇 C 办 

教育事业支出 154718220.07 46194041.52 108524178.55 

教学支出 58581524.40 19872174.86 38709349.54 

德育支出 6515499.55 1659109.44 4856390.11 

占教学支出 11.12% 8.35% 12.55% 

占总支出 4.21% 3.59% 4.47% 

                                                        
3  整理自《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教基〔201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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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育生均支出方面，依旧采用前文中的数据和方法，对生均支出进行系统

核算。在小学阶段，2016 年，汉滨区德育生均支出为 428.23 元，其中 A 镇生均

支出 633.20 元，比同期的 C 办高出 242.61 元，在各试点地区里处于首位。与此

同时，受学校规模、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试点小学之间的德育支出同样存在着

十分显著的差异。2016 年，A 镇 XX 小学德育生均支出高达 6622.6 元，而同期

的汉滨区 XX 小学仅为 1.78 元，两者极差高达 6620.82 元，学校间的投入差距非

常大，如表 6 所示。初中阶段，2016 年，汉滨区德育生均支出为 231.23 元，显

著低于同期的小学生均支出水平。 

表 6 汉滨区德育生均支出统计表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A 镇 C 办 

德育支出 6515499.55 1659109.44 4856390.11 

小学生均 428.23 633.20 390.59 

小学组距 6620.82 6447.08 3696.31 

初中生均 231.23 231.23 - 

 

在不同规模学校的生均支出方面，同样延续前文中的方法对 25 所试点学校

进行分组核算。在小学阶段，汉滨区不同规模学校之间的德育生均支出依旧表现

出显著差异，其中小规模学校德育生均支出为 1379.34 元，而同期的大规模学校

生均支出仅为 354.5 元，两者差距高达 3.89 倍，大规模学校的生均支出也显著低

于试点地区内平均水平（428.23 元），不同规模学校间的德育生均支出差异显著。 

表 7 汉滨区德育支出规模分类统计表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A 镇 C 办 

小学小规模学校生均 1379.34 1646.63 543.76 

小学大规模学校生均 354.50 521.62 330.03 

小学生均 428.23 633.20 390.59 

 

在城乡学校德育支出差异方面，仍采用 C 办 5 所城区小学和 8 所乡村小学

进行横向比较。2016 年，汉滨区 C 办德育生均支出为 390.59 元，略高于同期 8

所农村小学的生均支出水平，而同期 5 所城市小学的生均支出则为 392.51 元，

组间差异非常小，城乡间德育支出基本均衡，未出现城乡“倒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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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汉滨区德育支出城乡分类统计表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城市生均 392.51 

农村生均 387.43 

城乡生均 390.59 

四、智育支出方面 

义务教育中的智育，是向中小学生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系统的文

化科学知识，培养中小学生智力的教育。智育可以为其他各类教育提供科学文化

知识基础和智力基础，可以促进其他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一）政策文本梳理 

在以智育为主体的课堂教学过程中，《陕西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要求各地改革义务教育教学方式，完善课程、教材、教学计划、教学方式和评价

标准，构建启发式、互动式、合作探究式等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效率，

切实减负增效。在智育教学经费保障方面，陕西省要求各级政府巩固课堂教学工

作的基础地位，健全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各类教育预算拨款

制度和投入机制，合理确定并适时提高相关拨款标准和投入水平。 

（二）汉滨投入状况 

作为中小学校教育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汉滨区各试点学校的智育支出在教

学支出中均保持首要位置。如表 9 所示，2016 年，汉滨区 25 所试点学校智育支

出合计 4193.59 万元，占教学支出的比重达到 71.59%，占教育事业总支出的比重

也高达 27.10%。另一方面，对汉滨试点地区进行横向比较发现，不同试点区域

对智育方面的重视程度都非常高，因而区域间的经费投入差异较小，三个试点地

区的智育支出占教学支出的比重均稳定在 71%以上，其中 A 镇占比 72.23%，略

高于其他地区。 

表 9 汉滨区智育支出统计表           （单位：元） 

支出的功能类型 合计  A 镇 C 办 

教育事业支出 154718220.07 46194041.52 108524178.55 

教学支出 58581524.40 19872174.86 38709349.54 

智育支出 41935862.50 14352954.71 27582907.79 

占教学支出 71.59% 72.23% 71.26% 

占总支出 27.10% 31.07% 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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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育生均支出方面，小学阶段，2016 年，汉滨区智育生均支出为 2473.52

元，其中 A 镇生均支出 3862.43 元，比同期的 C 办高出 1644 元，在各试点地区

里处于首位。与此同时，受学校规模、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试点小学之间的智

育支出同样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异。2016 年，A 镇 XX 小学智育生均支出高达

27560.34 元，而同期的汉滨区 XX 小学仅为 864.39 元，两者极差高达 26695.95

元，学校间的投入差距非常大，如表 10 所示。初中阶段，2016 年，汉滨区智育

生均支出为 6001.19 元，显著高于同期小学阶段的试点学校。智育经费投入作用

于课堂教学，其支出效果直接反映在学生的成绩考核方面，基于汉滨各试点学校

基本情况信息表及义务教育质量检测数据，核算出 C 办 2016 年第一学期二年级

期末考试数据，13 所小学平均分为 73.08，优秀率为 39.68%，合格率为 67.68%，

均高于同期的 A 镇 11 所小学平均成绩（B 镇数据缺失）。由于部分异常值的存

在，导致汉滨区 24 所小学学生平均成绩与智育生均支出多寡并未呈现出正向相

关关系，如图 1 所示。 

表 10 汉滨区智育生均支出统计表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A 镇 C 办 

智育支出 41935862.50 14352954.71 27582907.79 

小学生均 2473.52 3862.43 2218.43 

小学组距 26695.95 25808.06 8603.41 

初中生均 6001.19 6001.19 - 

 

 

图 1 汉滨区智育生均支出与成绩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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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阶段，汉滨区不同规模学校之间的智育生均支出也表现出显著差异，

其中小规模学校智育生均支出为 10873.67 元，而同期的大规模学校生均支出仅

为 2278.14 元，两者差距高达 4.77 倍，大规模学校的生均支出略低于同期试点地

区内平均水平（2473.52 元）。 

表 11 汉滨区智育支出规模分类统计表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A 镇 C 办 

小学小规模学校生均 10873.67 11253.23 9467.80 

小学大规模学校生均 2278.14 2925.48 2183.37 

小学生均 2473.52 3862.43 2218.43 

 

在城乡学校智育支出差异方面，仍采用 C 办 5 所城区小学和 8 所乡村小学

进行横向比较。2016 年，汉滨区 C 办智育生均支出为 2218.43 元，略低于同期 8

所农村小学的生均支出水平，而同期 5 所城市小学的生均支出则为 1950.15 元，

组间存在一定差异，但尚未形成显著的城乡“倒挂”问题。 

表 12 汉滨区智育支出城乡分类统计表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城市生均 1950.15 

农村生均 2659.43 

城乡生均 2218.43 

五、体育支出方面 

体育教育是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有效途径，对青少年思想品德、智力发育、

审美素养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学校体育教学投入，

增强学生体质，对于提高中小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政策文本梳理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加强中小学校体育装备，改革体

育教学、训练和竞赛体系。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陕西省于 2013 年 2 月 18 日和 12 月 30 日，先后发布了《陕西省关于进一步加强

学校体育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和《陕西省加强学校体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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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 年）》，重申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增强学生体质这

一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目标，要求中小学切实提高学校体育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

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在体育经费保障方面，《通知》要求各地政府

加大学校体育设施建设力度和学校体育投入力度，统筹教育经费投入，将学校体

育场地设施建设、体育活动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自 2013

年起，陕西省财政安排补助资金对中小学新建或改造体育运动场地予以补助支持，

各地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等项目中加大

了对体育设施建设和器材配备的支持力度，实施了学校体育工作“腾飞计划”等

项目4，增强学校体育经费投入力度，切实做好条件保障工作。 

（二）汉滨投入状况 

“十三五”以来，汉滨区不断加大义务教育投入力度，努力调整教育经费支

出结构。2016 年，汉滨区体育经费占商品服务支出的 1.43%，反映了学校在体育

活动开支方面较为薄弱5。如表 13 所示，2016 年，汉滨区 25 所试点学校体育支

出合计 229.90 万元，占教学支出的比重为 3.92%，占教育事业总支出的比重仅为

1.49%。在德智体美支出中，体育支出低于智育支出、德育支出和美育支出，占

教学支出的比重处于第四位。另一方面，对汉滨两个试点地区进行横向比较发现，

2016 年 A 镇体育支出为 85.03 万元，占教学支出的比重高达 4.28%，而同期的 C

办占比尚不足 4%，不同试点区域在体育方面的经费投入存在一定差异。 

表 13 汉滨区体育支出统计表          （单位：元） 

支出的功能类型 合计  A 镇 C 办 

教育事业支出 154718220.07 46194041.52 108524178.55 

教学支出 58581524.40 19872174.86 38709349.54 

体育支出 2299006.51 850278.83 1448727.68 

占教学支出 3.92% 4.28% 3.74% 

占总支出 1.49% 1.84% 1.33% 

 

在体育生均支出方面，小学阶段，2016 年，汉滨区体育生均支出为 140.44

元，其中 A 镇生均支出为 270.71 元，比同期的 C 办高出 154.19 元，在各试点地

区里排名第一位。与此同时，受学校规模、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试点小学之间

                                                        
4  整理自《陕西省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 年）》。 
5  整理自《2016 年汉滨区权责发生制下分类改革试点实施情况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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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育支出同样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异。2016 年，A 镇 XX 小学体育生均支出

高达 2559.70 元，而同期的汉滨区 XX 小学仅为 5.81 元，两者极差高达 2553.89

元，学校间的投入差异非常大，如表 14 所示。初中阶段，2016 年，汉滨区体育

生均支出为 251.75 元，显著高于同期小学阶段的试点学校。 

表 14 汉滨区体育生均支出统计表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A 镇 C 办 

体育支出 2299006.51 850278.83 1448727.68 

小学生均 140.44 270.71 116.52 

小学组距 2553.89 2456.71 493.52 

初中生均 251.75 251.75 - 

 

不同规模学校的生均支出方面，在小学阶段，汉滨区不同规模学校之间的体

育生均支出同样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小规模学校生均支出为 513.77 元，而同期

的大规模学校生均支出仅为 125.66 元，两者差距高达 4.09 倍，大规模学校的生

均支出略低于同期试点地区内平均水平（140.44 元），不同规模学校间的体育生

均支出差异十分显著。 

表 15 汉滨区体育支出规模分类统计表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A 镇 C 办 

小学小规模学校生均 513.77 594.09 216.27 

小学大规模学校生均 125.66 218.68 112.04 

小学生均 140.44 270.71 116.52 

 

在城乡学校体育支出差异方面，仍采用 C 办 5 所城区小学和 8 所乡村小学

进行横向比较。2016 年，汉滨区 C 办体育生均支出为 116.52 元，远低于同期 8

所农村小学的生均支出水平，而同期 5 所城市小学的生均支出则为 86.02 元，尚

不足农村生均支出的一半，城乡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体育生均支出存在着较为

严重的城乡“倒挂”问题。 

表 16 汉滨区体育支出城乡分类统计表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城市生均 86.02 

农村生均 166.65 

城乡生均 1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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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育支出方面 

美育是审美教育，对提高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发挥着重

要作用。在义务教育阶段，科学合理的审美教育，可以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

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创新意识、拥有开阔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培养造

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政策文本梳理 

2015 年 9 月 28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5〕71 号），要求各级政府坚持以美育人，全面加强和改进

学校美育工作，促进美育资源配置逐步优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美育体

系。随后，陕西省教育厅于 2017 年 2 月 6 日发布了《陕西省教育厅 2017 年工作

要点》，倡导以“互联网+美育”网络平台为载体，开展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试

点，全面推进学校美育工作。与此同时，《陕西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也再次要求省内各级政府改进学校美育教学，健全美育评价机制，完善实践课程、

教材、教学计划、教学方式和评价标准，促进学校美育提升。在美育经费保障方

面，2016 年 1 月 15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

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意见》（陕政办发〔2016〕3 号），要求各级政府要依法通过多

种形式筹措资金，满足美育发展基本需求，加快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美育设施

标准化建设，补齐学校美育的短板。与此同时，鼓励各市、县、区筹措和利用社

会资金对农村中小学校美育走教教师给予专项补贴。 

（二）汉滨投入状况 

伴随着义务教育美育教学改革，汉滨区各试点学校统筹整合学校与社会美育

资源，不断加大对美育教学的支出力度。如表 17 所示，2016 年，汉滨区 25 所

试点学校美育支出合计 233.59 万元，占教学支出的比重为 3.99%，占教育事业总

支出的比重仅为 1.51%。在德智体美支出中，美育支出低于智育支出和德育支出，

略高于体育支出，所占教学支出的比重处于第三位。另一方面，对汉滨两个试点

地区进行横向比较发现，2016 年 A 镇美育支出为 76.51 万元，占教学支出的比

重为 3.85%，而同期的 C 办为 4.06%，不同试点区域对美育方面的经费投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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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区域间基本保持均衡发展。 

表 17 汉滨区美育支出统计表           （单位：元） 

支出的功能类型 合计  A 镇 C 办 

教育事业支出 154718220.07 46194041.52 108524178.55 

教学支出 58581524.40 19872174.86 38709349.54 

美育支出 2335854.66 765125.51 1570729.15 

占教学支出 3.99% 3.85% 4.06% 

占总支出 1.51% 1.66% 1.45% 

 

在美育生均支出方面，小学阶段，2016 年，汉滨区美育生均支出为 153.31

元，其中 A 镇生均支出 300.24 元，比同期的 C 办高出 173.91 元，在各试点地区

里处于首位。与此同时，受学校规模、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试点小学之间的美

育支出同样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异。2016 年，A 镇 XX 小学体育生均支出高达

4103.63 元，而同期的汉滨区 XX 小学仅为 0.028 元，两者极差高达 4103.60 元，

学校间的生均投入差距显著，如表 18 所示。初中阶段，2016 年，汉滨区美育生

均支出为 86.26 元，远低于小学阶段，初中和小学阶段的美育生均支出呈现出“倒

挂”的现象。 

表 18 汉滨区美育生均支出统计表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A 镇 C 办 

美育支出 2335854.66 765125.51 1570729.15 

小学生均 153.31 300.24 126.33 

小学组距 4103.60 4102.79 497.09 

初中生均 86.26 86.26 - 

 

不同规模学校的生均支出方面，在小学阶段，汉滨区不同规模学校之间的美

育生均支出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小规模学校美育生均支出为 763.25 元，而

同期的大规模学校生均支出仅为 134.40 元，两者差距高达 5.68 倍，大规模学校

的生均支出也低于同期试点地区内平均水平（153.31 元），不同规模学校间的美

育生均支出差异十分显著，如表 19 所示。 

表 19 汉滨区美育支出规模分类统计表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A 镇 C 办 

小学小规模学校生均 763.25 941.88 101.59 

小学大规模学校生均 134.40 212.65 122.95 



15 
 
 

小学生均 153.31 300.24 126.33 

 

在城乡学校美育支出差异方面，仍采用 C 办 5 所城区小学和 8 所乡村小学

进行横向比较。2016 年，汉滨区 C 办美育生均支出为 126.33 元，略低于同期 8

所农村小学的生均支出水平，而同期 5 所城市小学的生均支出则为 119.42 元，

组间差异较小，但尚未形成显著的城乡“倒挂”问题。 

表 20 汉滨区美育支出城乡分类统计表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城市生均 119.42 

农村生均 137.69 

城乡生均 126.33 

七、总结 

实施权责发生制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是政府预算会计改革下的必然趋势，

是中小学财务管理的积极探索，必将对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和管理带来深远影响。

在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过程中，汉滨区对教学支出按照“德育支出、智育支出、

体育支出、美育支出、通用技术与实践支出、其他教育支出”6 个子科目进行分

类核算，强化了德智体美支出充足性的要求，满足了德智体美支出公平性的要求，

为提高德智体美支出效率提供了科学的量化指标，同时也为测算德智体美教育成

本提供了信息支持。 

（一）强化德智体美支出充足性要求 

汉滨区对教学支出进行德智体美等子科目的分类核算，全面贯彻了《关于深

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和《陕西省教育事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等政策关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保障

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支出增长的充足性等方面的要求。针对中小学德育、智

育、体育和美育改革过程中，投入评价体系、质量监测机制和投入管理制度，缺

乏量化依据6、难以通过量化指标进行系统管理等问题，汉滨区的这一分类改革

                                                        
6  目前，《陕西省教育厅 2016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说明》中都尚无关于德智体美支出方面的明细项目，其中

涉及到的体育支出，被列支在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科目中，难以反映出体育支出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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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良好的尝试，为教育管理部门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考核依据，切实保障德智

体美支出的充足稳定增长，值得在其他试点地区进行广泛推广。 

（二）满足德智体美支出公平性要求 

汉滨区对教学支出进行德智体美等子科目的分类核算，全面落实了《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国发〔2015〕67 号）、《国

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全面提升基础教育整体水平的意见》等政策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促进城乡义务德智体美等各类教育均衡发展的公平性等方面的要求。汉

滨区试点学校德智体美支出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学生规模

因素和城乡因素在各类支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出现了不同规模学校生均支出

差距过大，城乡生均支出“倒挂”等问题。目前，各级政府常采用城乡地域分割

模式为城镇与农村学校制定不同的拨款标准，依据前文中数据分析结果，既然城

乡学校之间的教育成本差异主要是由城乡学校之间的在校生规模引起的，那么这

一常用的方法就值得商榷了，毕竟在城镇地区也有部分小规模学校。汉滨区关于

德智体美支出分类改革的尝试，有助于教育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优化德智体美支

出结构，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在城乡间、不同规模学校间的均衡分配。 

（三）符合德智体美支出效率性要求 

汉滨区对教学支出进行德智体美等子科目的分类核算，符合《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等政策关于加强教育经费管理，建立科学化、精细化预算管理机制，科学编

制预算，提高德智体美各类教育经费效率性等方面的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各级

各类学校依照经济科目分类进行的会计核算，很难体现学校德智体美教育改革的

实际效果，也缺乏相应的考核指标7，教育支出的效率性很难得到保障。汉滨区关

于德智体美支出分类改革的尝试，可以配合各级各类学校提供的学生学业成绩和

学校相关设施的明细情况，建立较为科学、合理、完善的教育支出评价体系，从

而满足义务教育德智体美支出效率性的要求。 

                                                        
7  目前，我国关于德智体美教育的考核指标，主要源自 2008 年 6 月 9 日，教育部、卫生部和财政部联合印

发的《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难以满足不同地区异质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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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测算德智体美教育成本的要求 

汉滨区对教学支出进行德智体美等子科目的分类核算，可以为科学测算各级

各类学校德智体美教育成本提供有效的财务信息。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经

费支出采用经济分类科目来归集财务信息，能够为教育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提供

教育支出的流向以及教育支出结构等基本信息，但无法全面、科学、准确地反映

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培养的实际成本，不利于强化教育经费管理、提升经费支出效

率、不能对教育拨款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汉滨区关于德智体美支出分类

改革的尝试，可以更加直观反映各级各类学校经费投向和教学等各项成本结构，

有利于教育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对学校教育经费的监督和管理，进而优化义务教

育支出结构，保障义务教育生均投入的充足、公平、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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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成本 关注结构 信息化下教育经费管理模型的实践与构想 

摘要：陕西安康市汉滨区教育体育局作为“权责发生制下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课题

试点单位，积极探索教育费用分类如何体现出教育的特点。在此基础之上，该试点积极对中

小学教育经费管理模型进行了系统性构想，并对中小学校教育经费的绩效评估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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