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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和体制的改革，高校的经费来源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在财政部门的拨款之外，学生也以支付学费的方式负担起了部分成

本。然而，高等院校要求加大投入时却面临着困境：一方面财政部门认为公共财

政已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社会则普遍认为高校学费较高。为解决这一难

题，科学地测算高校生均成本则变得尤为重要，不仅可以满足高校财务管理的内

在要求，加强高校内部管理、优化高校资源配置、提高高校办学效率，同时也可

以为高校制定合理的拨款和收费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然而我国高校现行的会计制度并不能适应成本核算的需要。高校现行的收付

实现制以现金的实际收到和支付作为收入和支出的确认依据，无法客观地进行财

务收入与支出在会计期间上的配比；收付实现制下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则无法

反映教学活动的真实成本；会计报表不完整，部分资金来源没有纳入预算和决算

                                                        
1 本文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硕士生廖相伊同学整理。 
* 张平伟，上海大学原总经济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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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些问题导致高校无法清楚地分辨经费的使用目的，更无法厘清财政拨款、

学生学费和学生培养成本之间的关系。 

高校生均成本的科学测算需要学校搭建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财务信息系

统，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持，建立精细的核算模型。2016年，在已搭建的权责发生

制财务信息系统的基础上，上海大学利用其完整的学校教务、人事和财务数据，

进行了高校学生培养成本的分析，同时在上海市政府的协助下选取十所不同类型

的市属高校进行数据采集。通过更多的样本分析，较为全面和透彻地进行了高校

间学生培养成本的对比，分析了学生培养成本在高校间、院系间的差异，以及差

异背后的原因。该研究并未对学校的全部成本进行研究，而是以“高校生均培养

成本”为中心，扣除了与学生培养无关的科研、行政及后勤管理、社会服务等成

本。研究者希望以高校最核心的“学生培养”职能作为成本核算的基础，逐步扩

大核算范围，最终实现对高校全口径成本的核算，以辅助各高校进行合理的资源

配置和管理。 

二、成本信息管理 

高校成本测算需要先讲清楚大学各种经费的“来龙去脉”。上海大学将“项

目”作为最小的载体，在多个维度清晰地记录经费的使用情况，包括经费的属性

（年度、来源和性质）、科目（收入、支出或净资产）和部门等信息。应用“项目

化”技术可以构建一体化的预算核算体系；可以反映多业务口径，分层级进行关

系汇总，同时从不同的角度获取数据。在此基础上，实现有关成本信息的收集、

归集、整理、存储、加工、成本模型建设、信息输出和展现，建立大学虚拟成本

中心；最后，应用大数据技术，将成本中心信息按照业务对象、财务规则、需要

分摊的成本归集方法，进行关联规则设计和功能实现，从而建立起一个“成本要

素是适时且全集的，成本分摊路径是清晰且可变的，成本测算和投入依据是客观

且充分的”大学成本费用分摊信息应用系统。 

1．成本信息数据中心 

成本信息数据中心的基础是信息数据的标准化。通过“项目制”财务原则，

上海大学对经费进行了分层级的精细化管理。经费预算和支出步骤按照标准化的

记账原则进行编码登记，例如编码 A02中，A代表教育事业，02代表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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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时只能对事先有预算的项目进行报销核算。即是说，没有预算就没有支出，

从而形成了预算与核算的影子关系。同时，根据预算项目内容的不同，支出权限

被分配到不同的院系，超出权限的项目需要上一级的处理，最后由财务处进行审

核。这样形成了预算分配模式、项目管理的前置化，即每一笔经费分配都要经过

财务处的预算科与预算项目相对应，依照项目编号进行有序的管理。用预算绑住

核算，能够为后续的成本分析提供高质量的分类账务明细。 

通过专业的数据统计工具，统一的信息标准，成本数据中心建立并完善了成

本元数据和应用子集。成本元数据是成本信息采集的结果，也是成本应用的基础；

成本应用子集从成本管理需要出发，是成本要素关联分析的初步模型。在该平台

上，研究者可以根据成本管理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成本定义，建议相应的成本应

用子集。成本数据中心的建设，可以构建起与现实映射的“虚拟成本中心”，是

成本要素查询、成本对象信息查询、成本执行过程信息查询、成本分摊及结果查

询的基础。 

2．大数据技术的运用 

在成本虚拟中心（成本信息数据中心）建设基础上，研究者和高校管理者可

以应用大数据技术建立成本管理信息平台，实时地对大学成本现状进行关联性、

对比性描述，动态呈现成本分摊的变化过程和成本分摊结果。这可能成为高校成

本管理的重要工具，并为高校资源配置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对大数据技术

的应用，目前上海大学生均成本研究建立了以下模块： 

成本要素画像：应用数据挖掘技术，以可视化的方式描述每个成本要素（或

者关键成本要素）的名称、时间、数字、关联对象以及出现场所（或者行动轨迹

及路径）等，从而较为完整地观察大学每个成本要素及其关联要素的现状和动态

变化情况，解决大学成本“说得清”的问题。 

预算编审、预算执行、预算结果及过程的可视化：以预算为中心，在一个视

图界面上，对大学成本的源头数据（预算编审数据）、成本过程数据（预算执行

数据）、成本使用结果数据（预算执行结果、记账凭证及报表数据），进行全局、

全过程以及关联对比展示，从而以预算为载体，解决大学成本管理全过程“看得

见”的问题。 

成本内容的可视化：通过对成本平台搜集的元数据进行分析，对元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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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集整理，以及运用聚类算法等，从不同颗粒维度对大学成本的每项内容进行精

细、独立、全面地描述，解决大学成本组成不遗漏（精细化）的问题。 

成本对象经费使用模块：应用 Hadoop 技术，以大学成本可能的使用对象、

分摊对象为目标，对这些对象使用大学经费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化的视图描述。

从成本附着体的角度，对大学成本对象进行全景描述，以解决大学成本分摊对象

易模糊、不精确的问题。 

成本分摊可视化应用模块：应用分类预测算法，通过视图描述大学成本的分

摊规则、分摊对象、分摊结果、分摊前后的成本对比以及分摊适时预测等，对成

本分摊的全景及过程进行描述，解决大学成本分摊太专业、不易公开的问题。 

成本优化应用模型：应用聚类算法，对大学成本可能的优化对象、优化要素、

组合方案以及优化后的预期效果进行描述。从成本组成、要素预测及调整优化的

角度，对成本持续优化方案进行可视化的假设描述，解决大学成本优化易片面、

不易把握优化结果的问题。 

成本类比应用模型：应用各种统计和算法模型，整合国内各同类或者相似大

学的成本数据，在成本要素、成本对象、成本分摊和重点成本投入方向等方面进

行类比分析，对各高校的成本高低、成本构成等方面进行可视化的对比分析。在

此基础上，分析高校间、学科间成本差异的原因以及高校资源配置模式，从而为

大学成本管理质量评价提供参照方案。 

成本测算及投入预测应用模型：应用大数据综合技术，对进行高校成本测算

所需要的数据、成本计算的结果、成本发展趋势的预测以及大学经费可能的投入

结构进行模拟，实现对高校成本趋势管理。 

三、高校生均成本测算思路 

在进行成本计算之前，本课题首先对成本要素进行梳理，对各项与学校经费

使用相关的数据进行分类、分层、细项研究，对部门之间互相产生的成本要素进

行梳理，从中确定各细项与学生培养之间的关系，以方便确定需要排除的部分。

其次，按照学院、学科和学生等确定成本对象，将学生按照本科生、硕士生和博

士生进行折合，对部分成本对象交叉的成本要素进行说明。第三，扣除与学生培

养无关的成本项。本研究以力求贴近真实为原则，对与学生培养无直接关系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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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素，如科研、行政和社会服务等费用进行大类扣除；同时对学院等部门中的

应扣除项、学科和学生中的应扣除项逐项进行详细说明。最后，对所有相关成本

的分摊要素、分摊对象以及生均培养成本进行多层次、多类型的立体计算，得到

分别以学院、专业和学生为单位的培养成本测算结果。 

在本文中，我们以上海大学为样本并配以相关的图表示例进行详细说明。生

均成本测算模型全局视图（图 1）中展示了学校的成本要素分类、成本扣除方式、

成本分摊路径以及成本对象。 

 

 

图 1 生均成本测算模型全局视图 

 

1．成本要素构成 

在本研究中，高校的全口径成本被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间接成本三部

分。固定成本包括教学、行政管理人员薪资2，房屋折旧大修费3，设备折旧大修

费4和家具折旧费5；变动成本包括公务费中的办公费、差旅费、电话费6，能源费

                                                        
2 由校院两级实际工作人员的应发工资额、学校支付的“五险一金”的费用以及其他职工福利支出构成。 
3 按大学公共设施占用的房屋面积和学院占用房屋的面积综合提取折旧大修费。 
4 对大学公用设备和学院专有设备的账面金额和使用年限按规定的折旧率提取设备大修费。 
5 对大学公用设施的家具（如图书馆、计算中心、公用大教室等）和学院使用家具的账面金额和使用年限

按规定的折旧率提取家具折旧费。 
6 按计财处报销结算额，全额计入学院办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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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水、电、煤气费7，学生奖、补及活动费8，耗材费9和小额维修费10；间接成本

包括高校管理费用的分摊11，高校科研费用的分摊12和辅助机构与设施成本的分摊

13
。 

图 2中详细地列出了成本管理信息平台中的部分成本要素，在平台中点击任

何一项成本，均可展示该项成本更细节的构成，最终可以链接至相关数字。以薪

资为例，在成本平台要素中点击“薪资”，即可出现图 3。人员薪资包括了行政人

员、教师、行政教学双肩挑人员、以及其他人员的财政工资、绩效工资、其他薪

酬以及应缴纳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最底层的数据则为每一个人员的具体

工资信息，包括其得到工资的年、月、工号、姓名、各类型薪资的额度、应发合

计以及各类型社会保险的缴费14等。 

 

图 2 成本要素合集 

                                                        
7 由能源管理部门按月查表、计量，按市面价格标准核算，全额计入学院的能源支出成本。 
8 包括学生奖学金，困难学生补助费，大学生日常活动费，以及其他用于学生的日常费用，全额进入学院

的学生补助成本。 
9 各种消耗性材料、低值易耗品、和其他消耗材料费，按学院实际领用结算金额，全额计入耗材成本。 
10 按维修部门维修结算额，全额计入各学院维修成本。 
11 高校的管理费用按各学院的学生人数分摊的费用。 
12 除了国家和企业的科研项目外，高校针对自己的需要也设定了少数本校需要的教学改革、教学方法类的

科研项目，这一部分费用也要分摊到各个学院的间接成本中。 
13 高校的校医院、保安和物业管理等附属机构和设施的费用也要分摊到各个学院的成本。 
14 单位缴纳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失业保险单位缴费、医疗保险单位缴费、住房公积金单位

缴费、职业年金单位缴费、生育保险单位缴费以及工伤保险单位缴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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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员支出构成 

 

在各种支出之外，信息平台还搜集了相关的房产、设备等信息。图 4和图 5

中分别显示了房产和设备的相关信息及分类。房产按照功能，被分为教学、行政、

后勤、科研和其他房产，按照相关面积进行统计。最底层的数据为每一建筑的校

区编号、校区名称、楼宇编号、楼宇名称、使用部门编号、使用部门名称以及使

用面积等。根据相关用途进行区分，有利于在成本计算过程中，进行成本扣除或

分摊。设备包括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图书、文物和家具等五大类，根据其相关

的价值进行估值计算，同时也根据其用途归结为教学、行政、科研、后勤和其他

用途。以仪器为例，最底层的数据为每一仪器的编号、分类编号、仪器名称、规

格、型号、单价、购置日期、使用部门编号、使用部门名称、管理人工号和管理

人姓名等。 



8 

 

 

 

图 4 房产要素 

 

图 5 设备资产 

 

2．成本对象及成本扣除项 

本研究中高校成本的对象包括学院、学科和学生三个层面。学院是指学校的

教学部门，在上海大学是指包含理学院、文学院、外国语学院等 35 个与学生培

养有关的部门。为了确保信息的完备性，在进行数据搜集的过程中，涉及了学校

所有的院系、机构和部门，并且按照类别，将部门划分为教学院系、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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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15、党务部门16、行政机构和后勤部门等，以方便进行成本扣除时根据部

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扣除方式。 

在学院间和学院内将学生按照学科大类，分为法学、工学、管理学、教育学、

经济学、理学、历史学、农学、文学、医学、哲学、艺术和体育十三大学科。在

学院生均成本之外，本研究同时计算了不同学科的成本。 

在本课题中，学生则是指学历教育的本、专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学生层

面采集的信息则包括学生的学号、姓名、入学年份、专业编码、专业名称、学院

编号和学院名称；对于硕士生和博士生，在这些基本信息之外，还采集了导师的

姓名和工号等信息，以与其导师信息相对应。 

根据各项成本与学生培养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确定了生均成本扣除项，依照

按部门扣除、按系数扣除和按要素扣除三种方法，在学校总支出中扣除与培养学

生无关的成本部分。具体地，按部门扣除即是扣除非学历培养部门17、行政管理

部门18、科研机构19、教辅部门20所有人员的薪资、设备、房屋及相关财务数据。

图 6中详细地显示了被扣除的部门。按系数扣除则包括两部分：对于同时涉及学

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部门，例如国际交流学院和悉尼工商学院等，按学历生与

非学历生折合学生数比例系数予以扣除；按照年度报表中资金来源的比例，将能

源成本、财务信息中的绿化、保洁等管理成本根据资金来源比例系数予以扣除（图

7）。按要素扣除包括将薪资发放中涉及科研、离退休等经费项目的发放内容予以

扣除，将财务信息中涉及科研支出、离退休支出等会计科目的予以扣除（图 8）。

在全部成本要素中，扣除以上所提及的成本要素，即可得到高校生均培养的测算

基数。 

                                                        
15 公共服务部门是指图书馆、档案馆、分析测试中心、计算/网络/信息/电教/教育技术中心等学术支撑单

位。 
16 含工会、团委、妇委会等。 
17 如上海大学的教育学院、MBA 学院、温哥华电影学院等。 
18 如上海大学的科学技术处、离退休处、统战部。 
19 如上海大学的纳米研究所、材料基因研究所。 
20 如上海大学的资产经营公司、人才服务中心、现代物流中心、经管中心、专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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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部门扣除项 

 

 

图 7 系数扣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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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要素扣除项 

 

3．成本分摊路径及方式 

在确定了成本相关项之后，研究者进一步根据成本对象进行了成本分摊，分

摊主体也是学院、学科和学生三个层面。图 9 中详细的显示了成本分摊路线图。 

 

 

图 9 成本分摊路线图 

 

（1）分摊方式 

高校生均成本测算以学年为核算年度，采用校院两级成本核算主体。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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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摊思路为，校级公共成本进行全校分摊，院系成本在学院内部进行分摊；

对于每个教职员工，根据其工资构成确定分配系数；固定资产的折旧等成本，则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成本分摊方法及系数，再以相应的分摊方法和系数对成本基数

进行折合，得到分摊后的成本项。 

在本研究中，主要通过直接分摊、按学生数分摊和按系数分摊这三种方法对

学生培养成本进行分摊。对于全职教课的老师21，对其成本采取直接分摊法，也

就是通过选课数据建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授课关系，按照课时量直接进行分摊，

图 10 中给出了详细的例子。教师 A 一学年的薪资总成本为 382236 元，然而该

教师的工资中并没有科研补贴等收入，因此将该教师的教学比例系数设置为 1，

该教师为全职教课的老师。教师 A开设 3门课程，本科生课程一门，学时为 10，

硕士生课程两门，学时分别为 50和 40，那么按照折合学生的系数，本科生为 1，

硕士生为 2，教师的总体折合课程为 10+（50+40）*2=190，每门课的成本为：教

师薪资*课程折合学时/折合总学时，每个学生课程承担成本为：薪资*课程折合学

时/折合总学时/上课人数。以此方法计算，A 教师各门课的详细成本及其分担信

息如下： 

表 1 A 教师一学年不同类型课程的成本及其分担信息 

课程 学时 课程类型 
合计支出

（元） 

学时折

合 

单一课程

成本 

上课

人数 

生均课程成

本（元） 

A                                                                       50 硕士生课程 382236 100 
201176.8

4 
13 15475.14 

B 10 本科生课程 382236 10 20117.68 27 745.1 

C                                                                     40 硕士生课程 382236 80 
160941.4

7 
27 5960.8 

 

按照该方法，将教师的工资信息、开课信息与每门课的选课信息相结合，可

以得出每门课程的成本以及生均课程成本。在此基础上，根据每位学生所选的课

程，即可算出每一个学生所承担的教师成本。同时根据学生的所在院系及所选课

程，可以计算出每个院系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分别应当承担的教师总成本。

将院系各类学生应承担的教师总成本除以院系各类学生的人数，即可得出本科生、

                                                        
21 在本研究中，根据教师的工资组成来判断教师是否为全职教课的老师。如果教师工资组成中没有来自科

研的部分，则将该老师划分为全职教课的老师，将其工资全部划归为学生培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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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和博士生生均应当承担的教师总成本。 

 

图 10 教学人员薪资分摊 

 

按学生数分摊的例子在图 11 中以行政人员的薪资为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对于行政人员的薪资，首先根据部门进行扣除，将与教学无关的部门的行政人员

薪资进行部门扣除，然后按照折合学生人数进行平均。校级行政人员薪资按照全

校折合学生数进行平摊，院系内部的行政人员薪资按照院系内部折合学生数进行

平摊。 

 

 

图 11 行政人员薪资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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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分摊法则是以一定的比例折合成本分摊，例如对教学、行政双肩挑的教

师，按工作量系数对其成本进行拆分，然后再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均摊。具体的

拆分方法有以下几类：第一，对于教学和行政双肩挑的教师，教学工作量系数=

该教师总授课学时/该学年总学时，将教学工作量系数与教师的薪资相乘，可以得

出教师工资中属于教学成本的部分，教师工资的其他部分则被划拨为行政成本。

教学部分按照所开课程和选课人数采用直接分摊法，行政部分则采用按学生数均

摊法。第二，对于教学和科研双肩挑的教师，根据其工资中来自科研经费的部分

的比例进行拆分，其他属于教学部分成本。教学成本部分按照课程和选课人数采

用直接分摊法，而科研部分则直接扣除。第三，以房屋、设备等的教学与科研分

摊比例确定教学科研系数。与教学相关的房屋、设备支出按学生数均摊，与科研

相关的支出直接扣除。第四，当某个学院同时存在学历生与非学历生时，以学历

生折合数/（学历生折合数+非学历生折合数）确定学历生系数。 

（2）成本分摊示例图 

图 12 详细地显示了通用设备的成本分担模式。对此类固定资产，采取财政

部颁布的高校固定资产折旧方式执行，对于已经过了折旧年限但仍在使用的房屋

建筑物、设备及其他资产，不进行成本的计算，但相关的辅助维修和配套使用成

本则需要进行记录，并作为该资产的成本要素，进行计算。这些资产包括通用设

备、专用设备、家具和房屋等。对于能源成本和其他教学支出，则直接进行功能

的划分，进入学生培养成本的部分，根据全校折合学生人数进行分摊。 

在进行了各种分摊之后，研究者按照以下公式分别得出了学院成本和各类学

生成本。 

X 学院总成本=房屋折旧成本+设备分摊成本+X 学院本科生教师成本+硕士

生教师总成本+博士生教师总成本+X学院行政人员总成本 

X学院本科生成本=本科生房屋折旧成本+本科生设备折旧成本+本科生人员

支出成本+本科生其他支出成本+本科生能源成本+本科生其他非教学部门成本

分摊 

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生均成本计算公式与本科生基本相同。 



15 

 

 

 

图 12 通用设备成本分摊 

 

四、成本计算结果及学校间对比 

1．成本计算结果 

根据上述方法，本研究计算出上海大学不同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的生均培养成本。以理学院为例，通过成本的分摊计算，上海大学理学院本科生

的折合生均成本约为 7.9万每年，硕士生折合生均成本为 12.5万每年，博士生折

合生均成本为 19.3万每年，理学院的学院成本为 1.6亿元每年。在成本内部，可

以分析不同成本构成的比例。图 13 中显示了上海大学理学院本科生、硕士生和

博士生（由里至外）的生均培养成本构成。从此图可以看出，无论对于本科生、

硕士生还是博士生而言，人员支出成本都在其成本构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

对于博士生而言，设备折旧成本和其他支出成本所占的比例要高于本科生和硕士

生。层层递进分析，可以看出每类成本内部究竟还存在着怎样的不同。对于学院

成本而言，其构成因素有所变化，以上海大学理学院为例，房屋折旧成本仅占学

院成本的不足 1%，设备分摊成本为 8.23%，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师成

本分别为 22.89%、10.68%和 1.48%，绝大多数成本来自于行政人员总成本，为

55.79%。 



16 

 

 

 

图 13 上海大学理学院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生均成本结构 

 

在计算了学院生均培养成本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计算了学科生均成本。

在部分学院内部，学科的构成有所不同。以美术学院为例，其 2716 名折合本科

生中，工科学生折合人数为 463 人，艺术学折合本科生数为 2253 人。在计算学

科成本时，则将美术学院的工科学生归为工科大类，将艺术学生归为艺术大类，

所有学院的学生均按照学科大类进行划分，在全校范围内重新计算各学科的生均

成本。图 14 以美术学院为例，说明了学院与学科间的转换情况。学院生均成本

与学科生均成本的计算，可以为高校的拨款以及学费的调整提供数据支持，同时，

学院间以及学科间的生均成本对比，则可以看出学院内部成本构成的不同，为学

院内部以及学校内部的资源调整提供数据支持。现实成本的计算和分析能够帮助

发现院系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管理者针对性地调节成本，使其逐渐达到合

理的水平。在进行学院间和学科间对比时，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学科存在差异

性的学科禀赋，例如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类对仪器设备的需求较低，然而对教师

的需求较高，从而导致设备折旧费在生均培养成本中的比例很低，而人员支出成

本较高；部分理工科则对仪器设备有较高的需求，因此设备折旧费在生均培养成

本中的比例较高。 

0.56%4.93%

67.62%

3.82%

2.85%

20.22%

0.68%6.06%

50.78%

14.11%

3.50%

24.86% 房屋折旧成本

设备折旧成本

人员支出成本

其他支出成本

能源成本

其他非教学部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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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学院与学科之间的转换 

2．十所高校成本对比 

在上海市政府的协助下，研究团队选取了十所不同类型的市属高校进行数据

采集，并将其分为四组进行成本对比，包括两所艺术类院校、三所理工类院校、

两所医学类院校和三所综合类院校等。建立在大数据技术上的对比分析，可以克

服抽样调查的偏差性，得出更为客观、精确的结果。在各院校提供的数据基础上，

不仅可以对生均培养成本进行对比分析，还可以以生师比、教师构成、教师薪资

结构等以切入点来分析学校间生均成本差异的原因，同时在其他层面进行高校间

的对比，也可以帮助高校合理地进行规划和资源配置。 

追踪式的人员数据包括教师数量以及每个教师的年龄、学历背景、教龄、职

称等，教师薪酬的细项也很清楚，可划分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其他收入，综

合这两方面可以比较不同院校的人力成本，以及对学校的人员组成会产生怎样的

影响。以本研究中两所综合性学校的人员构架为例，两所学校的整体规模相差不

大，教辅人员的数量非常接近，从侧面说明两个学校的实验室规模相差不大，行

政人员数量也差异不大，但是双肩挑人员规模则有所不同，学校 A 为 563 人，

学校 B为 257人。对比另外两个学校，规模差异较大，学校 C的在编人数为 2327

人，学校 D的在编人数为 4855人，人员结构比例也不相同。 

此外，每个院校所负担的教学任务也极其不同。以师生比为一个指标进行说

明，图 15 显示了十所学校的师生比差异。可以看出不同类型院校内部的差异，

也可以看出院校间的差异。一方面，这些不同可以反映出院校所负担的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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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以及生均培养成本的不同；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仅仅进行院校

间的比较，还应该考虑学校内部的专业构成、教师构成，以及学校的层次。 

 

 

图 15 十所高校生师比对比 

 

成本核算结果还可以与经费拨付形成对照。以一张图的形式可以综合呈现学

校的各种成本要素以及成本对象，与拨款相对应，可以为高校提供更优化的管理

手段。将所有高校的数据进行整合，本研究计算出了所有十所高校各学科的生均

成本。下表中给出了分学科的生均培养成本以及分学科的综合定额拨款，并计算

出之间的差值。可以看出，不同的学科，生均培养成本的差异，以及学校在综合

定额拨款之外，需要自行筹备经费的多少。差异来源首先是学费，并且学费在学

校间也有不同，例如工学有 6500 元/年和 5000 元/年两种学费标准；其次是其他

形式的收入，如专项收入、研究产出以及其他校企收入。本研究试图利用这样的

成本-经费对比图，探究高校投入机制问题。财政投入究竟是应该继续采用十三

类的方法，还是应该按照院校的不同层级、不同要求进行？同时，高校在财政拨

款之外，是否应该更主动、充分地发挥自身价值？需要注意的是，在该研究中，

计算生均培养成本时考虑了固定资产折旧，而非根据现金流计算生均培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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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十所高校各学科的生均培养成本及其与综合定额的差值（单位：元） 

学科 综合定额 

所有学校各

类学科平均

值 

差值 

历史学 19600  37767.69  18167.69  

文学 19600  36679.69  17079.69  

哲学 19600  34976.17  15376.17  

法学 20580  30465.60  9885.60  

教育学 20580  43492.49  22912.49  

经济学 20580  34625.11  14045.11  

管理学 21560  36247.84  14687.84  

理学 22540  45857.66  23317.66  

工学 23520  41836.99  18316.99  

农学 23520  42953.27  19433.27  

医学：一般院校 31360  63131.89  31771.89  

艺术学：一般院校 31360  58446.44  27086.44  

医学：医学院校 34300  63131.89  28831.89  

艺术学：艺术院校 49000  58446.44  9446.44  

 

此外，对于学校而言，对比院校的培养成本，尤其是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时

会发现较大差异。间接成本明显过大说明学校内部财务核算的项目化管理较差，

对预算项目没有进行细致、科学划分会造成“其他项”过大，导致成本核算的偏

误。大数据的模式和信息化的手段，为高校现实成本的计算提供了更好的工具，

突破了高校财政的黑箱，同时，也为高校财政管理和投入机制问题的深入研究奠

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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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11-1 期（总第 161 期） 

法国财政管理改革 

摘要：2001年法国颁布新《财政法组织法》（LOLF），为法国公共财政带来了根本性的改

革。新公共预算会计系统包括政府预算会计、通用会计和成本会计三个部分。政府预算会计

以“任务-项目-行动（Mission-Program-Action）”三个层级的形式呈现，并引入以结果、

目标和绩效指标为导向的预算，体现了新的公共管理理念。政府通用会计以权责发生制为基

础，以真实合理地反映政府资产负债状况和运营成果。成本会计对“项目”框架下不同“行

动”的成本进行分析，能够清晰地展示公共预算成本，是一种重要、有效的评估工具。本文

介绍了新 LOLF 下法国政府会计体系，并对预算会计、通用会计和成本会计的实施原则和方

法进行了具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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