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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2020年，广东省财政厅下拨学校 2020年“冲补强—特色高

校提升计划”专项资金共 2482 万元。我校根据“强学科、强队

伍、强条件”原则，重点支持重点学科、重点平台、一流专业建

设及急需工程项目。同时，我校结合实际，经学校财经工作领导

小组和“创新强校工程”领导小组审核、第 249次校长办公会议

审议通过和三届党委 31 次全会审定，制定了《广东金融学院 2020

年“冲补强——特色高校提升计划”专项资金项目安排方案》（粤

金院〔2020〕60 号）。就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合作五大项目展开资金安排

与分配工作。 

师资队伍建设。我校“冲补强”专项资金用于师资队伍建设

资金总额为 588万元。根据省“强师工程”和“高等教育创新强

校工程”有关精神，我校再次修订了《广东金融学院“优秀青年”

博士实施方案》，并按照学校的发展规划有计划、有重点地使用

项目资金引进人才。2020 年学校拟引进 50-100名品德优秀、专

业能力出类拔萃、综合素质全面的 “优秀青年博士”；引进 1-2

名 “学科带头人”。具体绩效目标将根据学校与引育的“优秀青

年博士”和“学科带头人”与学校签订的培养协议来对其在聘期

中与期满进行绩效考核。 

人才培养。2020年“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特色高校

提升计划专项资金人才培养类共 5 项，总金额 192万元，占特色



高校提升计划总额的 8%。人才培养类项目主要用于提高人才培

养条件和提供发展空间，突出教学平台、教学信息化影响力，为

学校实现年度人才培养计划提供辅助和落实环境。特色高校提升

计划统筹资金合计 1003万元，主要用于提升国际教育扩展业务，

提高学校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 

学科建设。2020 年度，学校用于学科建设的“冲补强”资

金额度为 321 万，主要用于资助了 26 个项目，其中包括应用经

济学、工商管理、法学、金融学等 4 个省级重点学科，理论经济

学、数学、统计学、公共管理、应用心理学、外国语言文学、新

闻传播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业学、体育学、资产评估等

11个校级重点学科，《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金融科技创新效应与

金融风险监管有效性研究》等 8 个广东省重点学科科研项目，2

个学科特区建设项目以及 1个科研平台建设项目。 

设定的绩效目标是：三个省级重点建设学科水平达到国内先

进，其中应用经济学学科水平达到国内一流； 11 个校级重点学

科内涵进一步提升； 8个省级重点科研项目产出重大科研成果。 

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我校“冲补强”专项资金用于科学研

究与社会服务资金额度为 676 万元。资金使用安排主要为 2019

年科研项目配套 465.15 万元，2019 年科研成果奖励 210.85 万

元。用于国家社科、自然基金、科技部其他教育科学配套和科研

成果奖励。资金扶持对象为 2019 年立项的科研项目及获得的科

研成果。绩效目标设定为国家社科、国家自科立 20 项；核心期



刊 120篇以上。 

国际交流合作。国际交流合作类“特色高校提升计划”创新

强校工程专项资金预算主要用于以下方面：（1）国际本科 2+2 

平台建设；（2）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建设（新博雅 SQA AD 项目

建设）；（3）外籍专家引进项目建设；（4）国际师资引进与建设。

共计 705 万元。 

国际交流合作类专项资金主要扶持对象是：一是用于我校的

各种国际教育项目大平台建设，主要包括国际本科 2+2 项目、SQA 

AD 国际本科 3+1 项目、中外联合培养学分互认双学位 2+2 国际

班、2+2 中澳创新班、3+X国际班项目、1+1国际金融硕士项目、

留学生跨境教育等各类项目的大平台建设。二是用于马来西亚外

教专项中介服务、外教工资发放、外教国际交通费、体检、签证、

保险费用等。三是用于学校所聘常规外籍教师工资、福利发放，

及外教工作相关费用。 

国际交流合作项目主要绩效目标为：2020 年度引进马来西

亚专项外教 55 人；聘请外教 5 人；聘请博士外教 1 名，教授外

教 1 名；实现首批共招收 SQA AD3+1 国际本科生 122 人；签订教

育合作协议超过 5 所。进一步拓展我校国际教育项目发展的广度

与深度，培养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需求的人才。实现我校

学生国际化、教师国际化、教学国际化、科研国际化、文化国际

化的建设总目标。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根据《“特色高校提升计划”项目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中

投入、过程、产出、效益的分析结果等评价指标，以及按照《广

东金融学院 2020 年“冲补强--特色高校提升计划”专项资金项

目余额表》进行自评，我校“特色高校提升计划”创新强校工程

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自评等级优秀，自评分数为 98 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我校严格按照专项资金“强学科、强队伍、强条件”原则，

重点支持重点学科、重点平台、一流专业建设及急需工程项目。

根据《广东金融学院 2020 年“冲补强——特色高校提升计划”

专项资金项目安排方案》，我校对 2482万元专项资金支出安排为

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国

际交流合作五大项目。 

师资队伍建设。根据《资金项目安排方案》，师资队伍建设

项目实际分配金额 588万元。预期阶段性目标为新增博士学位人

数 60 人。学校人事处根据省“强师工程”和“冲补强”有关精

神，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实施方案，并按照学校的发

展规划有计划、有重点地分配和使用项目资金。2020 年资金主

要用于引进优秀博士。根据专项资金安排，我校人事处开展了广

东金融学院“优秀青年”博士引进计划。旨在培养学科（术）带

头人的后备人才，形成一批优秀创新团队和国内重大影响的学术

团队，增强学校协同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020年度学校审核通过同意引进 126 名博士，目前报到了 1

名学科带头人和 47 名优秀青年博士，其中含 1 名学术带头人培

养对象、2 名学术骨干培养对象、21 名青年博士和 23 名普通博

士。推动了教师队伍的规模、质量、结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教

师整体素质和执教能力，也完善了学科建设与师资队伍建设的良

好互动机制。 

人才培养。我校人才培养类专项资金支出核算严格按照财政

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规定的范围和学校财务制度规定执行，实际支

出 150万元，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快资金执行进度，对部分

执行进度较慢的项目由学校进行统筹使用，统筹收回 42.12 万

元，支出共 149.88 万元，支出率 100%。教学条件提升实际支出

1003 万元，均未发生超范围、超标准支出，虚列支出，截留、

挤占、挪用资金等情况。 

我校本次专项资金的投入使用主要包括人才培养方面以及

教学条件提升方面。在人才培养方面，我校统筹资金使用，完善

运维服务体系，整合运维服务资源，规范运维行为。并购置部署

内网建设的所需设备。项目实施以来，提升了学校信息化安全和

校园监察能力，完成了运维平台部署、业务系统的技术支持、动

力环境设备维保、二线技术支撑运维等服务共 1606 次，在特别

防护期、维稳期和日常防控中，未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故。在教

学条件提升方面，我校合作院校的拓展效果明显，与中国（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成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引进国外高端教



育资源及管理理念，成功搭建了我校国际本科 2+2 项目平台。拓

展了国际项目的广度预深度，促进了我校国际教育项目的多元化

发展。项目招生规模稳步发展，国际本科 2+2 项目于 2020 年实

现首批招生，并与同属留服中心合办的 SQA AD3+1 项目共同招收

了 148 名国际本科学生，与 2019 年持平。目前项目已进入平稳

发展的状态，预计将会为学校带来持续性的创收。 

学科建设。“冲补强”专项资金对我校学科建设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保证了学科建设的积极性、有效性以及延续性，对

学校提升学科建设水平乃至学校整体实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2020 年度，我校学科建设项目建设资金下拨 321 万，使用 309

万，资金使用率为 96%。目前，学校生师比已经达到了 16.4:1，

现已符合申报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规定。 

2020 年，三大主体学科整体实力或可比指标争取达到国内

中等水平，金融学科方向力争达到省内一流、国内前列水平。充

理论经济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

言文学五大支撑学科正在补齐“短板”，学校整体实力或可比指

标得到提升，学科特色明显。采取“外引内联”方式，积极培育：

统计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学、公共管理、心理学、教

育学、体育学等新兴学科与特色交叉学科，在新金融交叉领域建

立起了竞争优势。 

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依据我校《资金项目安排方案》，专

项资金实际下达金额为 676 万元，项目实际支出金额为 646.75



万元。2020 年我校的国家社科、国家自科项目共立 17 项。获得

的科研成果为核心期刊 148 篇，著作 14 本、省部级奖励 1 项、

重要批示 5项、实用新型专利 4项。同时建设了省级科研平台 1

个、省级科研团队 2 个。 

随着专项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我校国家级项目保持基本稳

定。本年度 7项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分布在 6个学科，6个学

院，尽管与 2019年相比总量一致，但结构明显优化。2020年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6 项青年基金，与 2019年相比，

项目总量、资助经费总额，均明显下降。另外，我校 2020 年教

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共立 10项，较 2019年增长 100%。 

2020 年广东金融学院公开发表论文 480 篇，其中第一单位

署名的论文 350篇。与 2019 年 399 篇论文相比，2020年论文总

量增长了 20%。2020 年扭转了我校近年来论文总数递减的窘境。

对照目标，我校在 CSSCI、CSCD上共发表 119篇，被 SCI、SSCI

收录 29 篇（不完全统计，实际可能达到 80 多篇），核心期刊合

计 148篇，超既定目标 20%。 

在完成目标的同时，我校新增 1 个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团队和 2 个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我校还产出以下

成果：一是著作 14 本，其中有 3 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7 本来

自百佳出版社。二是省部级奖励 1 项，三是获重要批示 5项，其

中多项获得省领导批示，四是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4 项，五是成功

孵化企业 1家。 



国际交流合作。国际交流合作类“特色高校提升计划”创新

强校工程专项资金预算安排 705万元，根据《广东金融学院 2020 

年“冲补强--特色高校提升计划” 专项资金项目余额表》显示，

经学校统筹调整后实际下达金额为 7717772.56 元，余额 0 元，

国际交流合作类资金使用完成率为 100%。 

通过国际交流合作类“特色高校提升计划”创新强校工程专

项资金的扶持，主要完成以下目标：一是与中国（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成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在中心提供的政策和运作指

导下，结合我校现有的优质师资与教学资源，分别与澳洲蒙纳士

大学、澳洲纽卡斯尔大学、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校区、美国马

凯特大学、英国德蒙福特大学、英国林肯大学、英国创意艺术学

院、新加坡 PSB学院、格林威治大学、北安普顿大学等国外院校

签订了合作协议，全面引进国外高端教育资源及管理理念，成功

搭建了我校国际本科 2+2 项目平台。国际本科 2+2 项目于 2020

年实现首批招生，并与同属留服中心合办的 SQA AD3+1项目共同

招收了 122名国际本科学生。为学校实现了创收。二是促进了我

校国际教育项目的多元化发展。目前我校开办的国际教育项目包

括国际本科 2+2 项目、SQA AD 国际本科 3+X 项目、中外联合培

养学分互认双学位 2+2 国际班、2+2 中澳创新班、3+X 国际班、

1+1 国际金融硕士项目、留学生跨境教育等各类项目的大平台建

设。三是在 2020年度共引进马来西亚专项外教 55人，外教学历

层次高、学术背景好、科研能力强，优化了学校生师比，提升了



学校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四是在 2020 年度共聘常规外教 5

人，其中博士外教 1 人，教授外教 1 人，实现了学校聘外规模的

扩大及聘外结构、层次的提升。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学校“特色高校提升计划”创新强校工程专项资金建设目前

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资金的执行使用过程中仍发现一些问题： 

我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具有系统性、长期性、周期性等特

点，因此学校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中以及引进与培养师资的过程

中易出现支撑资金不足的情况。 

对于我校在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方面资金的投入和使用，还

存在以下问题需要改进：国家级重大项目还未取得突破；省部级

以上获奖成果较少，核心期刊论文数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科技成

果转化薄弱；我校获得的项目和成果较丰富，下达的资金并不足

以配套和奖励。 

国际交流合作类“特色高校提升计划”创新强校工程专项资

金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项目周期较短，预算资金安排与

实际使用情况变化较大，同时存在集中使用、集中报账问题，未

能更好地按照项目进度和建设内容合理分配使用资金。 

三、改进意见 

对于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我校将加强研究

团队能力建设，依法完善团队绩效管理，孵化培育务实创新团队。

制定普惠性科研团队资金扶持政策，科学配置科研资源。具体为：



加强创新强校和冲补强资金的公平、公开、竞争性的配置，通过

竞争培育团队；建立“借脑”、“借智”的体制机制，培养自己团

队。制定团队考核和成果管理办法，完善团队绩效管理。具体为：

建立团队资助经费与绩效成果匹配的市场化原则，实施末位淘汰

机制，完善惩罚机制，净化科研环境，营造团队积极向上氛围。

重点扶持资助智能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新兴科研团队。 

提升青年博士科研能力。通过举办学术沙龙、学术交流和参

加高端论坛等方式，营造良好学术氛围，提高教师做科研积极性，

培养一大批年轻博士成为学校科研骨干。 

搭建成果转化平台，完善成果转化制度，实施有效管理，提

升服务社会水平。探索广东金融学院大学产业园建设，为我校计

算机和数学专业的研究成果转化提供有利条件。制定和完善普惠

性的一篮子成果转化激励约束政策，促进我校社会服务的转型升

级。加强我校科研创新团队孵化基地建设，疏通非列编研究机构

上升通道，优化非列编研究机构成长环境，提高非列编研究机构

在社会服务中的整体能力。 

针对国际交流合作项目资金建设存在的不足，我校将采取相

应的改进措施：一是加强项目的计划性及其管理，按照项目建设

的内容和特点，安排项目进度，分类管理项目资金；二是结合工

作岗位，安排专人负责各个具体子项目的建设内容与建设进度，

以确保任务的如期完成和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