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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婷 

摘要：多年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与各省地方财政部门和教育部门共同

开展中小学费用（支出）功能分类课题。随着政府会计改革的推进，我们于 2016 年开展了

权责发生制下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课题，将教育业务活动费用按照教育行业运行规律进行划分，

进而进行成本核算，以期为我国中小学的资源配置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事业单位的财务核算体系是以收付实现制会计准则为基

础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行的财务核算体系已经无法科学、全面、准确地

反映公共事业单位的资产负债和成本费用，不利于强化政府资产管理、降低行政

成本、提升公共服务绩效、有效防范财政风险，难以满足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促

进财政长期可持续发展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作者简介：赵俊婷，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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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财务核算办法也对教育事业单位的成本计量与科学研究带来了一定

的弊端。一方面，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进行会计核算，由于没有进行折旧和摊

销，因而不能真正反映教育培养成本及其变化规律。另一方面，教育教学单位的

成本信息归集主要依赖常规的统计方法。学校或者基层的教育行政单位人员根据

上级的相关要求，对学校的会计数据进行汇总、调整及上报。由此得到的教育成

本信息比较粗糙，只能从宏观上对比地区间的差异，无法深入透视教育成本的内

部结构，难以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精准依据。 

为了积极应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根据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

〔2014〕4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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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政策精神，我国将在 2020 年之前建立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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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我国公共事业单位的财务核算体系将会经历一场全面的制度变革，这也为建立健

全教育事业单位科学化、精细化的成本核算方法带来新的契机。 

长期以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下文简称“财政所”）一直

关注教育成本计量问题的学术研究，认真探索能切实反映教育规律的学校财务核

算方式改革的新思路，并为此积极搭建国内相关专家学者与基层改革实践单位的

合作研究平台。 

2010 年，通过借鉴美国公立教育系统财务会计制度中将教育支出进行功能

分类的先进经验，财政所与浙江省财政厅合作在浙江省五个县启动了教育支出功

能分类改革试点研究。自 2015 年 1 月开始，受教育部财务司委托，财政所在河

北省辛集市、湖北省恩施市、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云南省建水县启动了“义务

教育支出功能分类改革”课题。同年 11 月，依据国务院的相关政策精神，教育

部财务司向试点四省下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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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的可行

思路。 

（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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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世纪初至今，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公共财政对

教育单位的支持力度逐年上升，针对各级各类学校的财政经费保障体制机制不断

完善。与此同时，如何确保公共财政资金投入的精准性，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

科学合理地设计经费的拨款标准，也成为了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一项重大

课题。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试点改革有助于更加清晰地理解和测量教育成本及其内

部结构的变化规律，协助决策部门把握教育经费在基层的真实用途，有效地甄别

教育事业单位运转的保障性成本和发展性成本，增进教育成本的跨地区可比性，

从而为设定各项经费拨付的标准、增长速度及各级财政的分担方式提供客观依据。 

随着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教育教学单位的培养方式及

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为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教育部制定了详

尽的政策改革方案，并在基层学校开展了多项改革实验。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试点

改革尝试将教育部关于学生综合素养的评价目标与教育成本核算之间建立可操

作的计量框架，测算为实现学生培养的多重目标所各自发生的实际成本，甄别出

经费投入中的短板效应，从而克服了传统研究只笼统分析教育经费总体生均经费

需求的弱点，为建立基于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的教育投入政策奠定了基础。 

在确保课题研究的学术严谨性和政策内涵的前提下，我们在试点工作中也充

分考虑到了基层学校的实际情况和迫切需求。一方面，政府会计改革在教育事业

单位的实施将要求基层学校在一段时间内并行处理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两

套账目，这无疑会增加学校财务人员的工作量。由于基层学校普遍缺乏专业的会

计人员，因而必须要研发一套现实可行的核算办法及软件工具，在保证落实中央

政策要求的前提下，尽量减缓基层财务人员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课题所提出

的费用功能分类方法又要具备充分的灵活性，以满足基层学校在内部管理方面的

多样化需求。基于这些考量，我们在试点工作中不断尝试优化教育功能分类的科

目设置架构，改进财务软件系统，努力做到根据学校的实际需要来设计不同的科

目分类框架，并尽量使不同的框架彼此之间实现可换算的目标。我们同时鼓励基

层学校和教育、财政行政部门主动分析试点数据并将之运用到地方教育财政的决

策和学校的实际管理之中，以便从中总结更多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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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成果 

权责发生制下的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课题的目的是，探索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

通过会计核算产生按功能和经济（用途）分类的费用信息，然后与收入信息相配

合，编制出中小学收入费用表和费用明细表，以及功能分类费用和经济分类费用

的交叉表。此处，所谓教育费用是指学校或教育系统提供教育服务所消耗资源的

价值。通过费用功能分类改革，还可将学校的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等项目进行核

算，形成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的资产负债表。 

课题的实施步骤为：首先，实现从收付实现制到权责发生制的转变，完成固

定资产折旧系统和存货管理系统的搭建；其次，建立权责发生制下教育费用功能

分类科目框架； 后，形成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财务报表系统， 终实现对教育成

本的核算和研究。 

（一）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的会计环境 

1．固定资产折旧和存货管理系统的搭建 

要从收付实现制原则转向权责发生制原则，需要搭建学校固定资产折旧和存

货管理的财务系统。通过各个试点的共同努力，依据关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现

有规定，并结合中小学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我们编制了《试点单位固定资产折

旧年限表（试行）》。同时，各个试点均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学校固定资产的清查

工作。辛集市教育局开发了一套固定资产软件系统，通过扫码录入方式，高效便

捷地完成了固定资产的盘点和折旧核算工作。此外，辛集市教育局还开发了一套

存货在线管理系统软件，及时反映学校的低值易耗品存货管理情况，并将之与供

应商的系统联系起来，使学校低值易耗品的存货摊销工作得以便捷地完成。 

2．教育费用功能分类的科目设置思路 

实现与政府会计改革的对接 

根据《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征求意见稿），

行政事业单位在费用分类科目的一级科目上将统一运用以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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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费用类科目 

费用类 

69 5001 业务活动费用 

70 5101 单位管理费用 

71 5401 经营费用 

72 5501 所得税费用 

73 5601 资产损失 

74 5701 其他费用 

来源：《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征求意见稿） 

目前的政府会计改革，一方面要在行政事业单位中统一费用科目的设置（如

表 1），另一方面又要在“业务活动费用”科目中，给予各类行政事业单位自主设

计的空间。为了更好地对接政府会计改革的要求，中小学教育费用功能分类科目

中的一级费用科目遵照了以上形式，以保证财政部门核算归集数据的统一性要求。 

灵活的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框架 

目前，我国中小学校会计人员大多为兼职人员，其会计的业务素养达不到企

业财务人员的水平。因此，我们一直在探索一套灵活简便的功能科目设置方法，

既能减缓中小学会计人员的工作压力，又能满足各级行政部门的决策需求，也可

以满足学校成本管理的现实需要。通过几年来的试点实践，我们认为，采取灵活

的教育费用功能分类的科目框架作为“业务活动费用”的子科目是一个可行做法。 

我们将功能分类科目构建成一个开放的系统。其灵活性体现在，随着实际政

策目标或者管理目的的调整，核算重点也可以随之改变。具体来说： 

从财政的角度出发，直接按照以下 初的会计科目进行即可。费用类包括五

大类：业务活动费用、单位管理费用、经营费用、所得税费用、资产损失和其他

费用。其中业务活动费用在教育领域指的就是教育业务活动费用。这样做的好处

是，从政府会计的角度，各个事业单位以及行政单位的核算数据，可以一并归集

到统一的政府会计财务数据中。 

如果从教育行业本身出发，考虑“业务活动费用”的功能分类问题，首先要

明确教育业务的本质是培养学生，是一种对学生的认知产生积极影响的活动。整

个学校业务活动的开展要么直接用于培养学生、要么间接用于培养学生。判断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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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直接或间接为培养学生服务的，主要依据是是否服务于学生的认知发展。由

此我们区分出，直接的活动是用于培养学生的费用，包括学科教学、实践活动、

研究学习项目等，在此我们称为教育业务费用；间接用于培养学生的活动，主要

包括两种：一种与学生的认知增长无关，但是为学生的认知增长提供了身心健康

的支持（例如，心理咨询、课后娱乐活动、家校互动、学生补助等），另一种为

学生的认知活动提供了环境（例如，食堂、住宿、校园环境等）。 

基于以上所建立起来的教育业务框架，我们来分析不同层次的教育系统对于

核算内容的需求以及功能分类的呈现形式。 

从中央教育决策部门的角度出发，其需求主要是，确定教育的发展方向、平

衡各地的教育差异、以及处理全国教育的应急问题。以往教育部通过教育经费统

计中心编写《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来反映全国各地教育经费使用情况。这种

方式有其自身的不足，其根本源于它的收集方式，是由财政系统的决算数据调整

而来，一方面这种统计和估算的形式导致了教育经费数据的失真，另一方面由于

建立在经济分类科目的基础之上，因而无法反映教育的业务，很难为教育部的决

策提供数据服务。 

在政府会计改革新背景下，财政部将“业务活动费用”下的科目设置权力交

付给了各个行政事业部门。对中央教育决策机构来说，采用一个更加科学的、更

加敏锐反映教育方向的指标，有助于中央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种 简洁的

反映“业务活动费用”的办法是，将其划分为：教学费用、支持性服务费用以及

其他费用。教育业务费围绕着学生的教育展开；支持性服务费用围绕着学生的身

心健康、吃住行展开；其他费用包括离退休人员的费用、附属单位的费用等。简

约的科目框架背后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可以包含教育的各个方面，并且，随着

教育模式的改变子科目的设置也可以发生改变。这样划分的优势是，可以判断一

个学校或者一个地区的教育是否将钱花在教育学生身上。实际上，中央教育决策

机构的需求往往并不满足于仅仅采用如此简单的会计核算科目框架，会根据国家

教育政策的变化，来确定考察的侧重点，而相应地增加一些科目。因此，在“教

学费用”“支持性服务费用”以及“其他费用”基础之上，借鉴美国的教育支出

功能分类的设置体系，我们将“支持性服务费用”划分为“教学支持性服务费用”

“学生支持性服务费用”“后勤服务费用”。同时，为了更好地核算成本，我们增



7 
 
 

加了“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将会归入直接成本，间接费用则会

归集成为间接成本，然后再将间接成本通过合理的分配方式归到成本对象中。 

在中央教育决策部门将科目核算的框架确定下来之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可

以在不违背中央的功能科目核算框架的基础上，根据地方的管理需要，灵活设置

下级科目。一则可以保持各个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数据归集的统一性，二则可以满

足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灵活核算的需要。 

总的来看，地方对灵活设置科目的需求完全来源于管理的需要，而这个差异

是极大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监管可能的关注点是：第一，是否实现了

教育均衡；第二，是否有浪费资金的现象；第三，教育的改革效果是否明显；第

四，教育的投入倾向与质量的关系。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对当前我国中小学课程的

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简要了解一下当前我国中小学的课程模式，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

管理提供帮助。当前我国的课程模式主要以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三级

课程体系组成，即充分体现了课程的统一性和灵活性。这种课程模式又是建立在

对固定学科的考核基础之上的，因而分科教学构成了学校教育教学的主要形式。

同时由于学校对课程具有一定的支配权，因而学校的特色课程（校本课程）成为

我国课程模式中另一个重要形式，因而总体来看，我国中小学的课程模式是“分

科课程+特色课程”。随着西方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引入，公立学校体系也常常

用项目课程作为校本特色课程。一些好的学校打破了单一的校本特色课程模式，

走向了丰富多元的校本特色课程体系，其中就包括项目课程。这种课程模式常常

可以归纳为“分科课程+多元特色课程”。因而根据我国课程模式的特色，我们可

以在功能科目中看到“教学费用”的下属科目是非常丰富的，考察的目的不同，

对“教学费用”的划分也是不一样的。 

例如，在基层的中小学中常常发现这样的现象，对于不用考试的学科（如体

育、美术、音乐），学校常常不开或者少开。针对这一现象，以往地方教育行政

部门只有通过实地考察，才能知道各学校课程开设是否齐全，这需要耗费大量的

人力。实际上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在“教育业务费用”功能科目之下，单列这些学

科。以便重点考察相关弱势学科的财务费用情况，来实现对学校办学的监管。但

是这么做也有一个不足，增加了财务人员的工作量。那么解决的办法是，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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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的学科或者学科集群单列于“教育业务费用”功能科目，非重点考察的学科

科目则列为“其他课程”。以一学校要美术课程成本为例，具体见下表： 

表 2 教育费用功能分类科目设置案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教育业务费

用 

直接教学 

费用 

教学费用 美术课程 

其他课程 

 

 

 

 

间接教学 

费用 

 

 

 

 美术教学部门固定资产折旧与摊销 

其他教学部门固定资产折旧与摊销 

 

教学支持性服务  

 

美术教学支持性服务 

其他教学支持性服务 

教学支持部门固定资产折旧与摊销 

 

其他支持性服务 学生支持性服务 

后勤支持性服务 

其他支持性服务固定资产折旧与摊销 

 

综合管理费

用 

 行政管理  

财务费用  

 管理技术服务费用  

 其他管理费用  

经营性费用    

资产损失    

其他费用  离退休人员  

附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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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课题的浙江试点的科目设置中，为了考察学校特色课程的开展情况，

试点将“教育业务支出”划分为“统一课程”和“特色课程”。 

我们在试点中，多方位地运用了上述功能科目设置的思路。例如，安康汉滨

区教育局提出了要将“教育费用”划分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通用

技术”“其他教育”的学科集群式科目。其原因在于，当前部分学校由于活动场

地或者专任教师的原因，不开或者少开某些课程，体育、美术和音乐便属于常常

被忽视的学科。特别是由于城镇化的影响，城市学校的体育课程和活动减少。采

取上述功能分类方法之后，就可以清晰地观察学校在各学科集群上的资金使用情

况，辅助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工作。 

辛集试点在以上费用功能分类基础上多增加了一个维度，区分出了“保障性

费用”和“发展性费用”，用于考量学校办学中经费浪费情况以及办学发展方向。 

上述方法既简化了费用归集和分配的步骤，又达到了精准核算的目的，同时

也不影响生均培养总成本的计算。决策部门在获取相关费用信息之后，便可相应

地调整经费拨款的标准和配置方法，以保障弱势学科的正常教学活动。 

对于经济条件和会计人力资源条件充足的地区，也可以采用一套更加精细化

的功能科目分类体系。精细化的核算框架首先是将成本核算细化到每一个教学元

素（如，每一个年级、每一门课程），再根据不同的政策或管理目标，对各种元

素进行组合， 终达成多元成本核算的目的。 

（二）基于教育费用功能分类科目的财务数据及其报表生成 

财务报表主要为了满足外部使用者的需要，同时也为进一步实现成本核算提

供了数据信息。目前，我们使用了两种方式来获得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财务数据。

第一种是通过会计记账的方式来生成相关数据，主要借助计算机软件直接生成教

育费用功能分类财务数据。这种做法需要按照权责发生制的要求，对现有的财务

软件系统进行改进升级，才能实现自动数据生成。在各试点单位中，辛集市采取

了这种方式。 

另一种方式是，在收付实现制的基础上，通过调账的方式得到教育费用功能

分类财务数据。为此，我们编制了《中小学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财务报告操作手册》，

以此作为调账的依据。目前，恩施市、建水县和安康汉滨区均采用此方式。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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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于，无需更新现有的财务软件系统便可生成相关财务数据。 

我们还制定了《中小学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提纲（草案）》，详细论述了中

小学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的背景、目标与会计原则，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

费用功能分类明细表的设计，总账科目和明细科目的设置，以及其他各项辅助性

工作的安排。在报表的设计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与政府会计改革的思路对接，我

们的方案与《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征求意见

稿）中的会计报表格式保持一致。 

我们将在“推进‘权责发生制下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课题，探索基层教

育财务管理新途径——河北省辛集市试点情况总结”一文中呈现，辛集市如何利

用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财务数据，生成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和教育费用功能分

类明细表，以及对三张表格的解释和说明。 

（三）基于教育费用功能分类的成本核算路径 

1．成本核算路径 

我们在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生成的相关财务数据基础之上，根据成本对象

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成本信息。 简单的做法是通过调整相关财务数据，得到生

均培养成本。从复杂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核算每门课程的成本信息、年级成本

信息等各种不同成本对象的成本信息。成本核算的路径可以概括为：（1）划分计

入成本与不计入成本的费用；（2）划分计入当期成本与不计入当期成本的费用；

（3）区分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4）将归集到各成本池的成本按照成本动因分

配到成本对象，计算出不同对象的成本。 

以下我们将结合辛集市某城区学校的成本核算案例，来具体呈现上述成本核

算的路径。辛集试点采用的功能分类科目基本框架的特点在于，在教育费用的直

接费用中将二级科目分为：核心课程、非核心课程和综合实践。在核心课程中区

分国家标准课程、地方课程，将体育课程归入非核心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以及其

他综合实践归入综合实践科目。为了获得准确的课时量数据，试点学校要提供本

校详细的事业数据、学年的任课表、课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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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教育费用功能分类科目的成本核算路径 

（1）划分计入成本与不计入成本的费用 

从中小学的教学活动特征出发，不计入成本的费用主要包括：离退休人员工

资福利、附属单位费用、管理费用等，因为此类费用的产生与学生的培养没有直

接的关联。相关会计科目在教育费用功能分类的科目体系中已经划分得很清楚了，

很容易进行剥离。例如，在功能分类科目中，已经将离退休人员工资、附属单位

费用单列。我们根据《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征

求意见稿）的做法，将行政管理费用单独列出，因而也很容易剥离。 

（2）划分计入当期成本与不计入当期成本的费用 

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要对基建投资和固定资产购置费用进行折旧，并计

入当期成本。同时，要鉴别出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将当期的费用计入成本。本

课题通过固定资产软件以及存货管理软件来实现以上功能。 

2016 年，课题组首次在试点地区开展权责发生制的研究。虽然借鉴现有关

于折旧的政策文件，经课题组的内部讨论，我们制定了《教育系统固定资产折旧

年限表（试行）》（详见附件一），明确了基建设施和设备的折旧年限。但是，在

目前的实际操作中，由于未对大部分使用年限较长的基建设施进行资产估值，也

中小学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数据

计入成本的数据

计入当期成本

直接成本

多维度成本

生均总成本

课程成本

年级成本

......

间接成本

教学支持性服
务成本池

学生支持性服
务成本池

后勤支持性服
务成本池

不计入当期成本

非当期的折
旧费用

非当期的摊
销费用

不计入成本的数据

离退休人员工资

附属单位费用

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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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对其提取折旧（仅对一些新建校舍进行了估值和折旧），因而我们主要对购

置设备进行了折旧，这使得我们目前得到的费用数据会低于实际水平。 

对于中小学来说，需要进行摊销的项目主要包括一次性购买的燃气（燃煤）、

报刊杂志、保险费用等。在处理方法上，一般是从费用发生的次月进行摊销，一

直摊销到年末。属于第二年的费用，不计入其中。此外，我们采用事后处理的方

式，剔除一些不属于本期费用的项目，例如在 2016 年支付的 2015 年的学生体检

费用。因而，在 终的财务数据结果中不存在非本期的费用。 

（3）区分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在教育费用功能分类科目的设置中已经区分了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

用主要是指教育教学的费用，间接费用包括教学支持性费用、非教学支持性费用

（后者包括学生支持性费用、后勤服务费用），以及直接用于教学的固定资产折

旧和摊销的项目。在这个环节的操作中，只要按照教育费用功能分类科目的设置

要求进行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的归类即可。 

（4）按照成本动因进行成本归集 

学校教育的成本对象是多元的。这里，为了更加充分地演示成本归集的过程，

我们将成本对象确定为课程。我们采用作业成本法，将资源消耗分配给不同的课

程。此处，我们以辛集 E 小学为例，来呈现成本核算的过程与结果。辛集 E 小学

是一所位于城区的小学，学生人数是 1065 人，教师人数是 48 人，该校目前没有

在建工程。 

①直接费用分配到学科课程中 

直接费用直接计入学科 

在辛集的科目设置中，已经将教学课程区分为核心课程和非核心课程。直接

费用中的专用耗材可以直接归入相应的课程中。例如，微机室安装闸门的费用直

接从“核心课程-设备维修维护费用”，计入“信息技术”课程。 

对于教学通用的办公耗材和固定资产等，需要按照不同的动因进行分配。由

于国家课程采用的教材是免费的，学校并未出钱，所以书费并未体现在学校的账

目内。地方课程的教材是需要学校用公用经费购买的。类似于《小学生安全读本》

《德润童心》这样的校本课程，教材购买的费用均需归入相应的课程成本。教师

用书、教辅用书、各科考试试卷费用等，直接计入相应课程成本。由于只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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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才会布置暑假作业，因此暑假作业的费用按照实际发生的学科科目进行分配。 

根据实际使用的情况按比例分配 

关于教学通用耗材的使用分配， 为准确的做法是通过建立库存管理系统，

将每一笔耗材领用的消耗情况，计入到相应学科的成本之中。对于没有库存管理

软件系统的试点学校，还未能做到如此精细。我们通过对试点学校一线教师的访

谈得知，办公用纸和油墨主要用于印刷语文、数学和英语试卷，其中语文和数学

的印刷量是 大的，占整个办公用品的 70%，其次是英语占 15%，剩余的 15%

用于其他学科。因此，办公用品的分配标准定为：语文 35%，数学 35%，英语

15%，品德、礼仪、科学、校本课程等平均分配剩余的 15%。 

按照课时数量进行归集 

直接人工成本（教师工资）归入各学科课程的步骤如下：首先需要确定教师

的在职工作人数。由于基层学校普遍存在借调的情况，一些调离人员继续在本学

校领工资，而调入人员的工资还在原单位发放，并没有计入调入学校的教师工资

账目。此外，义务教育阶段代课教师的工资一般没有被纳入工资账目，而是计入

到学前班的开支中，因此需要把代课教师的工资重新归入到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

工资账目中。在进行上述调整之后，按照学校的课程表和教师任课表计算出每个

课程的课时比例，将教师工资按比例计入各个学科的成本。1  

表 3 辛集 E 小学学科课时表及课时比例 

学科课程 每周课时量 比例 

语文 134 0.260  

数学 95 0.184  

英语 36 0.070  

品德 51 0.099  

科学 30 0.058  

校本课程-礼仪 19 0.037  

其他校本课程 12 0.023 

综合实践 6 0.012  

信息技术 12 0.023  

书法 6 0.012  

                                                        
1 为了对教师工资准确地进行成本归集，我们还需要根据校内调查，了解每个教师的兼职情况，以及判断

教师的工作性质。例如，如果校长不参与教学，那么他的工作安排是行政管理占 80%，政教管理占 20%；

有一些教师既参与管理也参与教学，分配比例是教学占 70%，总务管理占 30%；而计算机教师的时间安排

是教学占 50%，教学支持性服务占 50%，因为除了教授信息技术课程之外，他还要负责管理整个学校的计

算机维修。 



14 
 
 

音乐 35 0.068  

美术 35 0.068  

体育 45 0.087  

 

在教学费用中，还有一些费用可以直接按照每门学科的课时量进行按比例分

配。例如，水电费、暖气费、邮电网络费用等。如此归集的理由是，相关资源的

消耗直接与学科课时量相关，课时量越多，消耗的资源越多。 

②间接费用分配到学科课程中 

直接归集到相应课程 

作为教学支持性服务的教师培训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学科培训，一种

是针对全校教师的网络培训。第一种培训费用可以直接计入相应学科；对于第二

种，由于部分课程是针对教学的学科培训，部分涉及教育学、心理学及师德教育，

其费用难以直接分配在各个课程之上，故而按照学校各个课程的课时比例进行分

配。这样做也是为了解决教师兼职所造成的成本归集问题。 

按照课时比例分配到各个学科课程中 

由于试点学校主要采用以语数外主课为主的教学模式，而一些间接费用中，

例如教务管理、后勤服务、学生支持性服务中产生的费用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这种教学模式的特征，因此我们对这些间接费用按照该校每门课程的课时数量比

例进行归集。 

2．成本核算结果 

按照教育费用功能分类科目的呈现形式，并结合学校的事业数据，我们可以

计算出学校的成本水平及结构信息，如表 4 和表 5。注意，按照《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征求意见稿）的思路，管理费用是指

行政管理费用，需要单列出来，不需要进行归集。 

表 4 辛集市 E 小学成本结构             （单位：元） 

    其中：人员工

资 

日常公用经

费 

学生培养

成本 

直 接

成本 

教学成本 
2502648.75 2071550.66 434281.4 

间 接

成本 

教学折旧与摊销

费用 
3183.278   

教学支持性服务 171362.081 98746.88 72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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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支持性服务 78924.765 40561.58 38363.19 

后勤支持性服务 375204.144 134317.08 240887.1 

管理费用  122618.322 57830.45 64787.87 

总成本  3253941.345 2403007 850934.7 

   

表 5 辛集 E 小学成本情况明细表              （单位：元） 

总成本 生均全成本 培养成本 生均培养成本 日常公用经费 
日常生均公

用经费 

3253941.345 3055.344 3131323.023 2940.209 850934.695 798.9997 

 

同样，按照前述课程成本的核算路径，我们可以计算出每门课程的成本，由

此也就得到了学生培养成本的详尽信息，这对于学校的管理者、行政决策部门以

及研究机构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如表 6 所示，我们能够清晰地观察到各个课程生

均成本的差异情况。从课程成本结构来看，辛集 E 小学对语文、数学、英语、思

想品德学科的教学还是非常重视的，对于校本课程的投入也比较大。 

表 6 辛集 E 小学课程成本结构  （单位：元） 

课程名称 金额 生均课程成本 

语文 807559.58 758.27 

数学 586848.29 551.03 

英语 229198.11 215.21 

品德 294674.88 276.69 

科学 174331.29 163.69 

校本课程-礼仪 114564.80 107.57 

其他校本课程 89250.25 83.80 

综合实践 48789.00 45.81 

信息技术 77484.93 72.76 

书法 35832.37 33.65 

音乐 201860.86 189.54 

美术 201680.08 189.37 

体育 269248.58 252.82 

培养成本合计 3131323.02  

三、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成果应用的实际案例 

（一）试点县区以及试点学校数据情况 

此处选取了陕西省 H 区试点的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财务数据。该试点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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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了辖区内的 45 所学校进行权责发生制教育功能费用分类改革的试点。按照

教育支出功能分类的调账方式，年终在财务报表中替换固定资产和设备折旧数。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2016 年是初次进行权责发生制的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

因而在折旧与摊销的部分，并没有做到对学校固定资产做彻底清查和估值，因而

相关数据的准确度不高。 

为了更好地依据功能分类科目的财务数据，观察教育成本变化的内在规律，

我们在 H 区的试点范围内，尽可能选取办学条件具有可比性的两所学校，包括

在硬性的可比指标上要相似，在学校规模、教师数量、所在地理位置等方面要有

共同之处。 终确定了两所学校：X 小学和 Y 小学。 

两所学校的共同点在于：两所学校都属于城区中心校管辖，但地理位置都在

城郊。两所学校的学生规模相当，在 150-180 人左右，教师人数也相当，硬件设

备都很齐全。但两所学校的教育质量长期以来令人堪忧，常常是城区小学送教下

乡的对象。但是，自 2015 年以来，X 小学的办学绩效出现了转机，这可以从期

末考试的成绩中表现出来，如表 7 和图 2。 

表 7 X 小学与 Y 小学期末考试成绩比较 

试点学校 
2015 年春季一年级

期末考试 

2016 年春季二年级

期末考试 
2016 年小升初考试 

X 小学 76.5 83.9 147.98 

Y 小学 66 65 119.33 

 

图 2 H 区城区各小学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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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5 年春季学期开始，X 小学的期末考试成绩逐渐与 Y 小学拉开距离。

2015 年春季学期，Y 小学在 13 所小学中排名是第 12 名，X 小学的排名是 11 名。

2016 年，X 小学的学生平均成绩就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在全区的排名是第四，而

Y 小学的成绩仍旧处于倒数第一的位置。从 2016 年小升初的情况来看，X 小学

也已经成为具有优势的学校，在学区的排名是第五，而 Y 小学小升初的成绩排

名是倒数第二。教学绩效的差异也导致 X 小学的学生数从 168 人上升到 186 人，

而 Y 小学的学生人数却在急剧下降。 

我们对 X 小学进行了调研得知，2014 年秋季学期该校调来了新校长。新校

长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整顿教师的师风2，在学校内部推行师德

师风评议、监督限期整改活动，完善教学规章制度，整顿教学管理体系3，与校外

机构合作，弥补校内师资资源不足，等等。4 

表 8 两所试点学校的基本情况 

 年初学生数

（2015 年报） 

年末学生数

（2016 报）

年初教职工数

（2015 年报）

年末教职工

数（2016 报）

平均学

生数 

平均教职

工人数 

Y 小学 192 160 13 16 176 14.5 

X 小学 168 186 15 19 177 17 

（二）教育成本对比分析 

我们通过调账的方式得到两所学校费用功能分类的信息，见表 9。注意，表

9 中的数据主要包含了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校舍折旧并没有计算在内，而设备

价值折旧值为零（因为已经达到了规定折旧年限的上限）。在这个口径上，两所

学校的生均费用是基本一致的，这说明除了生均公用经费的拨款和教师工资的发

放外，两所学校并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学校处于“保基本”的投入状态。如图

3 所示，两所学校的办学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教学费用和后勤支持性费用上。Y

小学的教学费用远小于 X 小学，而后勤支持性费用则多于 X 小学。 

 

                                                        
2  汉滨区 X小学：强师德  提素质，http://www.akjy.net/Item/1700.aspx，20141021. 
3  汉滨区 X小学：抓养成教育  建文明校园，http://www.akjy.net/Item/2636.aspx. 
4  汉滨区 X小学走进我校聘请社团指导老师，http://www.aku.edu.cn/info/news/2013_page/21077.htm 2016‐
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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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两试点学校的功能分类财务数据表       （单位：元） 

 教学费用 管理费用 教学支持

费用 

学生支持

费用 

后勤支持费

用 

总计 生均 

X 小学 1101797.15 16509.54 29970.50 23314.72 164916.60 1336508.51 7185.53

Y 小学 866507.79 12029.50 41099.60 20884.40 210354.00 1150875.29 7192.97

 

 

图 3 两试点学校 2016 年费用数据对比表 

教学费用的二级科目分别设定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通用技术以及其

他教育。德育科目中，主要包括思想品德教育课程，以及地方性课程、校本课程

中涉及到的德育内容；智育的内容指的是纳入到考试系统的课程，主要包括语文、

数学、英语；美育课程主要包括美术和音乐等艺术类学科；其他课程包括地方校

本课程和特色课程等。如图 4 所示，X 小学在智育方面的花费明显要大于 Y 小

学。对比教学费用明细表以及成绩表，说明智育费用的增加和减少直接影响了应

试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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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两试点学校教学费用明细对比表 

 

费用功能分类改革的另一个优势是，有助于观察教学改革的动向。X 小学在

美育、体育、通用技术、其他教育上的支出，也远远大于 Y 小学。这意味着，X

小学不仅在智育培养上加大了投入，而且对体现素质教育的美育、体育、通用技

术等方面也是高度重视的。这意味着，X 小学力图从应试教育模式中挣脱，走向

“应试教育+多元化的兴趣课程”的教学模式。 

上文以一个简明的例子表明，从教育费用功能分类的财务数据系统出发，结

合教育质量测评数据，可以有效地测度伴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教育成本的变化规

律，这为行政部门制定相关改革政策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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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系统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试行） 

序号 固定资产分类及名称 折旧年限 备注 

一、 房屋及构筑物   

1. 业务用房  办公用房、教学用房、教师学生宿

舍、食堂等 

 钢结构 50年  

 钢筋混凝土结构 50年  

 砖混结构 30年  

 砖木结构 30年  

2. 简易房 8年 围墙、货场等 

3. 其他房屋及构筑物 8年  

二、 专用设备   

1. 仪器仪表 10年 物理、化学、生物等实验室用仪器

设备 

2. 电教设备 6年 电子讲台、投影机、电子白板、触

控一体机等 

3. 文体设备 10年 钢琴、健身器材等 

4. 印刷设备 10年 制版机、印刷机、装订机等 

5. 安保及消防设备 8年 监控、灭火器等 

6. 其他专用设备 10年 音响及多媒体设备 

三、 通用设备   

1. 交通运输设备 10年 公务用车、校车等 

2. 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 6年 服务器、计算机、电话、传真、彩

电、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包括一

体机、票据打印机）复印机、扫描

仪、碎纸机 

3. 电气设备 8年 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发电

机、冰箱、空调、洗衣机等 

4. 其他通用设备 10年 锅炉、电视机、电梯、空调机组、

冷藏柜等 

四、 图书、档案   

1. 图书 不折旧  

2. 文物 不折旧  

五、 家具、用具、装具及动

植物 

  

1. 家具 6年 课桌凳、电脑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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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办公家具 15年 办公桌、椅子、床、保密柜、会议

室家具文件柜、沙发及各种柜子 

2. 用具 8年 厨房用的操作台、炊事机械等 

3. 装具 8年 被服、床上装具、室内装具、室外

装具 

4. 动植物 不折旧  

 

注： 

1.对房屋及构筑物的折旧年限，参照设计使用年限，设计图纸上有明确的使用年限；没有

明确标注的可以参照此表。 

2.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折旧年限可参照产品说明书的使用寿命年限；说明书上没有的参

照此表折旧。 

 

 

附件二：  

教育费用功能分类科目设置及核算内容说明 

一级  二级 三级 说明 

教育

费用 

直接 

教育 

费用 

教学费

用 

重点考察

的学科课

程 

在第三级科目中，可以按照不同的需求进行灵活

设置，例如可以按照学科来设置，也可以按照年

级来设置。例如，将重点考察的学科课程单列，

假如还想考察学校某一项教育的项目，那么也可

以单列；最后将其他的学科统一设置成“其他课

程”。 

 其他课程  

 教学部门

固定资产

折旧与摊

销 

教室、学科功能室等教学部门固定资产折旧与摊

销。 

  

间接 

教育 

费用 

支持性

服务-教

学支持

性  

教务管理 在编教务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

奖金（包括年终奖、教师教学奖等）等；教务办

公管理所产生的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劳务

费等 

 教学辅助

部门-图书

馆 

图书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奖金等；图书以及图

书维护产生的费用等 

 教学辅助

部门-实验

室 

实验室管理人员工资福利、奖金等；实验室购买

的实验用品等 

 教师发展 用于学校教师职业发展以及相关培训产生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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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培训 用。 

 教育技术

支持性服

务 

网络技术人员的工资福利、奖金等；校园网络维

修费用、教学软件相关服务等。 

 其他教学

支持性服

务 

除以上提到的教学性服务之外，产生的教学支持

性服务费用。 

 教学支持

部门固定

资产折旧

与摊销 

教务管理、图书馆、实验室等教学支持性部门产

生的固定资产的折旧与摊销。 

  

支持性

服务-学

生支持

性 

家校互动 由于家校沟通产生的人工费、印刷费、电话费、

邮电费、网络软件服务费用等。 

 健康医疗

服务 

为学生提供的健康服务体检、医疗服务所产生的

人工费、医疗保险费、药品等。 

 心理咨询

服务 

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产生的人工费、印

刷费等。 

 奖学金 

 助学金 

 贫困家庭学生补助 

 寄宿生补

助 

 其他学生

支持性服

务 

除以上提到的学生支持服务之外产生其他学生支

持性服务的费用。 

  

支持性

服务-非

教学支

持（后

勤） 

食堂补贴 用于补贴给食堂的人工费用、水电费、办公费、

交通费等。 

 宿舍 用于宿舍的人工服务费用、维修费用等 

 校园安全 用于校园安保人工费用、安保设备维修费用等。 

 校园美化

与维护 

用于校园美化与维修的人工服务费用、绿化、保

洁、装饰费用等。 

 总务管理 用于总务管理的人员工资福利、奖金等；总务管

理产生的办公、维修、交通等费用。 

 非教学支

持性技术

服务 

用于非教学支持性服务的技术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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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教

学支持性

服务 

除以上提到的服务费用外，产生的非教学支持性

服务费用。 

 非教学固

定资产折

旧与摊销 

由于购买宿舍、食堂、总务办公室、校园绿化美

化产生的固定资产折旧与摊销。 

综合管理费

用 

行政管理 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工资福利、奖金等；行政管理

产生的会议费、办公费等。 

财务费用 

管理技术服务费用  用于行政管理服务产生的网络技术等费用。 

其他管理费用 

经营性费用   

资产损失   

其他费用 离退休人员 

 附属单位 包括附属的中小学、幼儿园和学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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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8-8 期（总第 158 期） 

教育科技企业与学校合作的类型与兼容性 

    摘要：计算机和互联网在中小学的普及未必能提高学业成绩。教育与信息化的深入融合

依赖学校与教育科技企业的有效合作。本文从学校与企业遵从的实践逻辑出发，划分出信息

化领域校企合作的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不同类型学校与科技企业的兼容性及其合

作目标、方式、内容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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