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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河海大学基本情况 

河海大学是一所拥有百年办学历史，以水利为特色，工科

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实施国家

“211 工程”重点建设、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一流学科

建设以及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一百多年来，学校在治水兴邦的

奋斗历程中发展壮大，被誉为“水利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

摇篮和水利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学校在南京市、常州市设有

西康路校区、江宁校区和常州校区，占地面积 2462 亩。 

河海大学设有水文水资源学院、水利水电学院、港口海岸与

近海工程学院、土木与交通学院、环境学院、能源与电气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物联网工程学院、力学与材

料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农业工程学院、海洋学院、理学

院、商学院、企业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法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外国语学院、体育系等专业院系和大禹学院（拔尖人才

培养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截止 2018 年

9月底，各类学历教育在校学生 51499名，其中研究生 17142名，

普通本科生 19841名，成人教育学生 13052 名，留学生 1464 名。 

河海大学现有教职工 3433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 1401名，

博士生导师 535 名；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2 名，双聘院士 16 名。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7 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 7 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5 名，“国家级教

学名师奖”获得者 3 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7 名，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9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入选者 23 名，教育部科技委学部委员 2 名，江苏省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0 名，入选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

养工程”、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等省级人才计划培养对象逾

300 人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1 个，“长江学者和创

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 队 5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 2 个，“江苏

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6 个、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

新团队 2 个，江苏省“双创计划”团队 3 个，“青蓝工程”科技

创新团队 8 个、优秀教学团队 2 个，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资助

计划”创新人才团队 1 个。 

河海大学是国家首批授权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高校

之一。水利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 2 个学科入围一流学科建设名

单。工程学、环境/生态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

5 个学科进入 ESI世界排名前 1%。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水

利工程学科以优异成绩获评 A+;土木工程和环境科学与工程 2个

学科位列 A 类，跻身全国前 10%;马克思主义理论、管理科学与

工程、工商管理 3 个学科获评 B+，位列全国前 20%。拥有 1 个一

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水利工程），7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2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培育点，15 个一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

15 个博士后流动站。共有 43 个学位授权点，覆盖了哲学、经济

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等 9 个学

科门类。其中 16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8 个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权点（含一级博士点）、5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12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授权点，其中工程硕士包括 19 个工程领

域，56 个本科专业。 

河海大学坚持务实重行的教育传统，培养了 25 万余名毕业

生。温家宝总理 2005 年视察学校时指出，“分布在全国各地水利

战线和水电战线的技术骨干，很多都是河海大学学生。新中国的

水利和水电事业的发展，是同我们这里输送的大批的人才分不开

的”。学校始终坚持本科教学的基础地位，以“宽基础，强实践，

重创新”为导向，大力推进本科教学工程，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0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73 项，建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

个，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1 个，拥有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

试点项目 3 个，国家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学科专业 5 个，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4 个，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 13 个，国

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9 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12 门。多年来，

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6%以上。2005 年，以优秀的成绩通过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研究生教育规模快速发展，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深化，培养质量持续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综

合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河海大学发挥多学科综合优势，面向国家重大工程关键技术

问题，强化科研特色和提高集成创新能力，推进协同创新，服务

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学校拥有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9 个国家级以及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8 个国家级以及省部

级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 个高等学校学科创新

引智基地。紧密结合三峡、黄河小浪底、南水北调、西部水电开

发等重大工程建设，承担了一大批国家层面重点、重大研究计划

和重点、重大工程科研项目。2000年以来，获国家级科技成果

奖 40 余项，部省级科技成果奖 760余项。学校面向国家水安全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积极培育水安全与水科学国家

级协同创新中心，立项建设江苏省高校协同创新中心 4 个。 

河海大学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开展。

学校是国家首批授权可授予外国留学生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

高校，已为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千余名博士、硕士与学士，

与近 30 个国家（地区）的 80 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校（所）

际协作关系。学校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拓展海外办

学点，推动人才本土化培养；服务企业国际化战略，加强人才定

制化培养，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我国海外工程企业提供科

技支持和人才支撑。 

河海大学围绕国家“双一流”建设战略，秉承“艰苦朴素,

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校训，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

面提升治理能力，深化内涵式发展，正在朝着世界一流特色研究

型大学的奋斗目标迈进。 

 

 



 
 

二、部门收支总表及情况说明（预算表格见附表）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表及情况说明（预算表见附表 1） 

河海大学 2019 年收支总预算 385313.16 万元，比上年年初

部门预算增加 10245.48 万元。其中收入类财政拨款增加 2806.2

万元，事业收入增加 7200 万元，经营收入减少 38 万元，其他收

入增加 1300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减少 3772.72万元，

上年结转增加 2750 万元。支出类教育支出增加 3268.99 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减少 3.5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增加 1069.99 万元，

结转下年增加 5910 万元。 

（二）部门收入总表及情况说明（预算表见附表 2） 

河海大学 2019 年预算收入 385313.16 万元，其中：财政拨

款 123447.49 万元，占 32.04%；事业收入 91200.00 万元，占

23.67%；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380.00 万元，占 0.10%；其他收入

20400.00万元，占 5.29%；上年结转 103000.00万元，占 26.73%，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46885.67 万元，占 12.17%。 

（三）部门支出总表及情况说明（预算表见附表 3） 

河海大学 2019 年预算支出 269403.16 万元，其中：教育支

出 258867.53 万元，占 96.09%；科学技术支出 749.00 万元，占

0.28%；住房保障支出 9786.63 万元，占 3.63%。基本支出

182065.27万元，占67.58%；项目支出86957.89万元，占32.28%；

经营支出 380.00万元，占 0.14%。  

（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及情况说明（预算表见附表 4） 

河海大学 2019 年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23447.49 万

元，比上年增加 2806.20 万元，增长 2.33%。其中： 



 
 

1.高等教育支出，2019 年预算数为 111241.14 万元，比上

年增长 0.25%。主要原因是专项经费增加。 

2.来华留学教育经费 3233.38 万元，比上年增加 38.14%。 

3.其他教育支出 22.16 万元，比上年增加 23.11%。 

4.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经费 749.00 万元，比上年减少

0.47%。 

5.住房公积金支出 4535.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7.73%。 

6.购房补贴支出 3666.81 万元，比上年增长 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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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高等学校开展教学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包括教育事业收入和科研事业收入。教育事业收入是指通过学历

和非学历教育向学生个人或单位收取的学费、住宿费、委托培养

费、考试考务费、培训费和其他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包

括通过承接科研项目、开展科研协作、转化科技成果、进行科技

咨询等取得的收入。 

3.经营收入：指高等学校在教学、科研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

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高等学校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

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包括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租金

收入、捐赠收入等。 

（二）支出科目 

1.教育支出：反映高等学校开展各类教学活动和教学辅助活



 
 

动发生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2.科学技术支出：反映的是类款项为 206 类的国家拨款科研

支出。 

    3.住房保障支出：包括公积金支出和购房补贴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