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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政发〔2021〕07 号

──────────────────────────────

关于印发《教育学院 2021 年经费预算》的

通 知

各单位、部门：

《教育学院 2021 年经费预算》经学院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

遵照执行。

湖北文理学院教育学院

2021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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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 2021 年经费预算明细表

序

号

经费

类别
项目名称

预算

金额

项目明细
备注

内容 金额

1
教学日常

（10.16）

办公费 32100

办公用品费 14800
办公用品 10000 元（打印纸、本子、笔、日常耗用品）、

办公用水 1500 元、零星购买 3300 元

邮电通信费 2300 办公电话 12 个月×150 元=1800 元、邮寄费 500 元

印刷费 15000

办公材料印刷 2000 元，教学材料印刷 13000（试卷 9000

元、活动展板 10 张×200 元、教学档案 200 本×5元、

听课本 100×5 元、试卷封面 500×1 元）

差旅费 67500
教师培训、会议、论坛、学术交

流、年会、人才引进等
67500 20 人次×1500 元（省内）；15 人次×2500 元（省外）

其他 2000 搬运费、保洁等 2000 搬运费、保洁等 1500 元

2

学科建设

经费预算

（5.72）

隆中讲坛 9000 邀请专家报告费 9000 3 人次×0.3 万元/次=0.9 万元

各类项目书制作费 2200 制作材料打印费 2200 22 项×0.01 万元/次=0.22 万元

学术会议参会费 30000 参会差旅费、会务费 30000 10 人次×0.3 万元/次=3 万元

学科建设、科研工作专家咨

询费
6000 专家劳务费 6000 6 人次×0.1 万元/次=0.6 万

专硕点建设考察学习 10000 考察差旅 10000 5 人次×0.2 万元/次=1 万元

3
交通费

（0.6）
市内交通费 6000

隆中讲坛、交流合作、人才引进、

市区办事等
6000

隆中讲坛 3 人次×400 元、交流合作 5 次×300 元、人

才引进 4人次×500 元、市区办事 1300 元等

4
公务接待

（0.96）
招待费 9600

隆中讲坛、交流合作、人才引进、

学生招聘等
9600

隆中讲坛 3 人次×500 元、交流合作 7 次×800 元、人

才引进 3人次×500 元、学生招聘会 2 次×500 元等

5
教学实验

费（2.32）

学前教育美工教室 12000
幼儿园环境创设、幼儿园玩教具

设计与制作、幼儿美术
12000

蒙台梭利和奥尔夫实训室 1000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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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钢琴实验室 1000 琴法 1000

常规媒体实验室 2000 教育信息化行业认知实践 2000

心理学、保育实训室 1000 心理学 1000

多媒体制作实验室 4000 教育电视节目编导与制作 4000

教师教育实训中心 2200 教育学、教师技能训练 2200

6

教学仪器

设备维修

费（4.56）

实验设备维修及更新 45600 实验设备维修及更新 45600 视今年维修情况

7

教学

实习费

（17.11）

实习保险 15520 学生实习保险、核酸检测 15520 保险：228 人×40 元/人，核酸：80 人*80=6400

实习交通、住宿费 57000 学生实习交通、住宿费 57000 285 人×200 元/人

实习指导费 10000 教师实习指导费每人 500 元 10000 20 人×500 元/人

见习交通费 7600 学生见习交通费 7600 330 人×20 元/人

实习基地建设费 15000 15000

实习、见习手册等印刷费 5000 学生实习、见习手册等印刷费 5000

专业汇报演出 5000 场地、服装租赁等 5000

第十届“华文杯”全国学前

教育师范生教学能力测试
11000 报名费、交通、住宿费等 11000

包括带队教师和学生的报名费、住宿费等，尽量争取学

校报销，院预算 11000 支持

第五届 “ iTeach ” 全国

大学生数字化教育应用创

新大赛

5000 报名费、交通、住宿费等 5000 尽量争取学校报销，院预算 5000 支持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

赛
25000 报名费、交通、住宿费等 25000 尽量争取学校报销，院预算 25000 支持

其他（毕业论文、创新创业

活动、能力测评、院级学科

竞赛等）

10000 院级学科竞赛 10000 院级学科竞赛 5项×2000 元/项

实习基地考察及工作检查 4980 市内外实习工作检查 4980 市内外实习工作检查

8
学生经费

（3.48）
班级建设 7000

宣传海报 1000
每个年级按照 0.15 万元预算

购买奖品（笔记本、证书、笔等）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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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文化建设 2000

宣传海报 1000

每学期按照 0.1 万元预算购买奖品（证书、台灯、洗衣液

等）
1000

军训 700
活动用水若干箱 400

用于活动用水及表彰
表彰军训标兵 300

迎新 2500

制作展板、标识牌、横幅 700

制作展板等
迎新交通费 300

迎新用水 500

迎新人员加班工作餐 1000

五个校园建设 4500

租借服装 2500

艺术校园建设按照 0.3 万元、运动校园 0.25 万元、其

他校园 0.15 万元

购买体育器材 1000

活动手工制作材料 500

表彰活动优秀集体及个人 500

队伍建设 6000
辅导员培训差旅费 5000

用于辅导员、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等人员的培训
学生干部、党员学习用品 1000

安全教育 2000
打印安全教育签到表 500

打印材料，制作海报，宣传板等
制作安全教育宣传材料 1500

毕业生教育 6000
毕业生纪念品等 1500

毕业生照相、毕业晚会、制作海报，宣传板等
开展招聘、安全讲座等活动 4500

社会实践 4100

暑期社会实践差旅费 2000

学雷锋活动 0.8 万元；周末义工 0.12 万元；暑期社会

实践 0.38 万元

党史实践费用 800

周末义工交通费 800

活动用水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