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工大   校发〔2015〕3号         签发人：邢永明 

 

关于印发《内蒙古工业大学经费开支 

审批制度（修订）》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加强学校财务管理，提高财务管理水平，经 2015年 1月 16日

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将《内蒙古工业大学经费开支审批制度（修

订）》印发给你们，望认真学习，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内蒙古工业大学 

                           二〇一五年三月五日 

 

 

主题词：经费  审批  通知 

内蒙古工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5年 3月 5日制发 

 上传办公自动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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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工业大学经费开支审批制度（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财务管理，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合理控制各

项开支，规范财经行为，根据国家有关财经法律法规及《高等学校财

务制度》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经费开支审批制度是学校经济责任制的重要内容。校内

各级领导应认真学习、贯彻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及学校相关制度，按照

事权和财权统一的原则，既行使领导职权，顺利完成事业任务，又承

担经济责任，确保国家和学校利益不受损失。 

第三条 学校的各项经费开支，根据情况不同划分审批权限，分

级管理、分级负责。 

第四条 校长对学校的财务工作负总责。分管财务工作的副校长

协助校长全面领导学校财务工作。 

第五条 分管校领导对所审批经济业务事项的真实性负责；学院

负责人、职能处室负责人、科研项目负责人，在规定的审批权限内对

经费开支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负责。 

第六条 计划财务处作为学校一级财务机构，在校长和分管财务

工作副校长的领导下，对各项经费开支渠道的合理性、额度可行性、

票据合法性、程序及标准合规性负责。 

第七条 各项经费开支必须严格按照学校年度事业经费支出预

算、科研任务书(或合同)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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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增补支出预算的，须由部门提出申请，分管校

领导同意后，报计划财务处，经学校批准后，计划财务处做出增补预

算，其开支按正常审批程序执行。 

增补预算的审批权限：2万元（含）以下，由分管财务工作的副

校长审批；2万元至 10万元（含），由分管财务工作副校长和校长研

究审批；10 万元至 100 万元（含），由校长办公会审批；100 万元以

上，由党委会审批。 

第二章 经费开支的审批权限 

第八条 教育事业费审批权限  

 经济事项  金额 审批人 

校内津贴、酬

金、劳务报酬、

学生奖助学金 

 

30,000 元（含）以下 经费负责人、计划财务处副处长 

30,000 元-200,000元（含） 
经费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计划财务处

处长 

200,000 元-1,000,000元

（含） 

经费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分管财务工

作的副校长、计划财务处处长 

1,000,000 元以上 
经费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分管财务工

作的副校长、校长、计划财务处处长 

水暖电费 有关部门负责人、计划财务处处长 

 

设备购置 

 

5,000 元（含）以下 经费负责人、计划财务处处长 

5,000 元-200,000元（含） 
经费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计划财务处

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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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购置 

200,000 元-1,000,000 元

（含） 

经费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分管财务工

作的副校长、计划财务处处长 

1,000,000 元以上 
经费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分管财务工

作的副校长、校长、计划财务处处长 

房屋、建筑物

及基础设施维

修 

 

50,000 元（含）以下 
经费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计划财务处

处长 

50,000 元 -1,000,000 元

（含） 

经费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分管财务工

作的副校长、计划财务处处长 

1,000,000 元以上 
经费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分管财务工

作的副校长、校长、计划财务处处长 

其它教育事业

开支 

 

30,000 元（含）以下 经费负责人、计划财务处副处长 

30,000 元-50,000元（含） 经费负责人、计划财务处处长 

50,000 元-100,000元（含） 

经费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计划财务处

处长 

100,000 元 -200,000 元

（含） 

经费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分管财务工

作的副校长、计划财务处处长 

200,000 元以上 

经费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分管财务工

作的副校长、校长、计划财务处处长 

第九条 基本建设经费审批权限 

经费性质 审批人 

基本建设 

经费 

基建科长、基建处长、分管基建工作的副校长、分管财务工作的副

校长、校长、计划财务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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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三公经费审批权限 

三公经费是指公务出国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

费用。 

经费性质 金额 审批人 

三 

公 

经 

费 

2,000 元（含）以下 经费负责人、计划财务处副处长 

2,000 元 -30,000 元

（含） 

经费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计划财务处

处长 

30,000 元以上 
经费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分管财务工

作的副校长、计划财务处处长 

三公经费中公务接待费用的审批，还要执行《内蒙古工业大学公

务接待管理办法（修订）》（内工大党发〔2014〕7号）的审批规定。 

第十一条 学院重心下移经费及自有资金的审批 

重心下移经费主要用于学院教育教学及日常管理方面的开支，包

括：教学与学科、专业建设业务等日常使用经费和学院专项使用经费。 

学院重心下移经费及自有资金，凡开支金额在 5000 元（各学院

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金额，但不得超过 5000 元）及以上的，由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对讨论决定的经济业务开支负总责。 

学院重心下移经费及自有资金的开支，须有分管财务的学院领导

和经费分管领导及院长审批。 

计划财务处领导的审批，按本制度第八条和第十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科研经费审批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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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性质 金额 审批人 

纵 

向 

科 

研 

经 

费 

30,000 元（含）以下 项目负责人、科技处处长、计划财务处副处长 

30,000 元 -100,000

元（含） 

项目负责人及分管院长、科技处处长、计划财

务处处长 

100,000 元-200,000

元（含） 

项目负责人及分管院长、科技处处长、分管科

研工作副校长、计划财务处处长 

200,000 元

-1,000,000 元（含） 

项目负责人及分管院长、科技处处长、分管科

研工作副校长、分管财务工作的副校长、计划

财务处处长 

1,000,000 元以上 

项目负责人及分管院长、科技处处长、分管科

研工作副校长、分管财务工作的副校长、校长、

计划财务处处长 

横向 

科研 

经费 

50,000 元（含）以下 项目负责人、科技处处长、计划财务处副处长 

50,000 元以上 
项目负责人及分管院长、科技处处长、分管科

研工作副校长、计划财务处处长 

 

第十三条 其他资金开支的审批 

代管款项等其他资金开支的审批，按本制度第八条“其它教育事

业开支”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  经费审批的要求 

第十四条 经费审批实行备案制。经费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及

学院（处、部）领导应将自己的签字先报计财处备案，方可办理

会计结算业务。在报销单或借款单上的签字应与备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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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同一经济业务只需校领导审批一次即可。在第一次办

理会计业务时须附审批原件，办理后续业务时，需附该审批件的复印

件，并标注原件所在的凭单号（基本建设开支业务除外）。 

第十六条 凡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的经济开支事项，

在借款或报账时，均须附参会人员签字的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第十七条 经费开支审批执行回避制度。经费负责人或项目负责

人不能审批自己办理的经费开支事项，也不能审批配偶、近亲关系的

人员开支的经济事项，这些经费开支事项须由其他相关领导审批。 

第十八条 各项经费开支必须按照审批权限，由相关的经费负责

人审批，并注明经费开支渠道。 

第十九条 对于材料加工、服务购置、设备购置、图书购置、大

宗物资材料采购、工程款（包括基建和维修）等的开支，应提供具有

法律效应的合同或协议、工程进度表、决算书及验收证明等。 

第二十条 原始票据如有遗失，应当取得原票据存根联或记账联

复印件，加盖出票单位的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代作原始凭证。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校办企业资金开支的审批参照本制度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原《内蒙古工

业大学经费开支审批制度》同时废止。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