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艺术学院 2019 年预算编报说明
一、 内蒙古艺术学院简介
内蒙古艺术学院是自治区唯一一所综合性高等艺术学府，前身是
创建于 1957 年的全国重点艺术中专—内蒙古艺术学校。1957 年,在
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布赫同志的亲自倡导下，成立了内
蒙古艺术学校，开启了内蒙古民族艺术教育事业的崭新篇章。
自建校以来，依托自治区丰富的民族艺术资源和深厚的民族文化
积淀，始终秉承坚持以培养民族艺术人才为己任的优良办学传统，形
成了立足内蒙古、传承与发展以蒙古族艺术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艺
术、繁荣与弘扬草原文化的鲜明办学特色，被区内外誉为“民族艺术
人才的摇篮”
，累计为内蒙古自治区及部分省市区培养了 5 万多名各
级各类艺术人才。这些毕业生活跃在国内外文化艺术领域，许多人已
成为艺术院团、广播电影电视部门的业务骨干，有的在国内外艺术领
域产生了较大影响，如作曲家阿拉腾奥勒、歌唱家德德玛、拉苏荣、
腾格尔，民乐演奏家李镇，指挥家娅伦格日勒，作曲家兼音乐制作人
三宝，舞蹈家敖德木勒、敖登格日勒、康绍辉，电影演员萨仁高娃，
影视导演康洪雷等。
学院现有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影视戏剧学院、美术学院、设计
学院、新媒体学院、文化艺术管理学院、思想政治与公共课教学部 8
个教学单位，1 所附属中等艺术学校。学科专业设置以艺术学门类为
主，涵盖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
学 5 个一级学科，文化产业管理 1 个二级学科，18 个本科专业，47
个专业方向。现有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 3 个一级学科

学术学位硕士授权点，和音乐、舞蹈、戏曲、美术、艺术设计等 8 个
专业领域的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授权点。
现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音乐表演）1 个，国家级精品课程（蒙古
舞）1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蒙古舞）1 门，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 1 项；自治区重点培育学科 1 个，自治区级品牌专业 10 个，自治
区级精品课程 6 门，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3 项，自治区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 个（现已列为自治区 6 个重点提升基地之一）
。
获批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与传承基
地”、文化与旅游部外联局“中国—东欧国家民族艺术传承交流中心”
、
中国文联首批“中国文艺评论基地”；
“自治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被列入“自治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提升计划”，
“蒙古族服装造型与工艺实践教学示范中心”被评为“自治区级重点实
践教学示范基地”
。学院还先后获批建立了“内蒙古动漫产业研发与人
才培养基地”
“蒙古族青年合唱艺术人才培养基地”
“内蒙古皮革艺术产
业化项目示范基地”
“安达民族音乐传承创新与传播中心”
“自治区级工
业设计中心”等教学实践与人才培养基地，获批组建了 3 个内蒙古自治
区“草原英才”工程产业创新人才团队。（最新数据）
现有在校生 4542 人（其中本科生 3543 人、研究生 209 人、中专生 790
人），教职工 590 人，其中大学专任教师 340 人，副高级以上 149 人，
其中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320 人，国内外客座教授 60 多名。
目前，学院有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 人，入选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并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1 人，
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并遴选为国家“万人计
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 人，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

者 1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4 人，自治区“杰出人才”奖
获得者 1 人,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4 人，自治区文学艺术突
出贡献奖获得者 3 人，入选自治区“新世纪 321 人才工程”一层次人
选 4 人，自治区“草原英才”人选 7 人,自治区“草原英才”创新团
队带头人 4 人，自治区级“四个一批”人才 1 人，中国舞蹈家协会副
主席 1 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1 人，
内蒙古舞蹈家协会主席 1 人，
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1 人，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主席 1 人。（最
新数据）
多年来，学院与国内外艺术院校、团体以及知名专家学者之间有
着广泛的联系和交往。先后与美国佛蒙特大学、美国佛蒙特艺术中心、
美国伊利诺大学、丹麦皇家美术学院、蒙古国文化艺术大学、蒙古国
音乐舞蹈学院、蒙古国国立科技大学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与美国肯
塔基大学签署了 2+2、3+1 合作办学协议，并举办了中美“马文化周”、
“文化艺术活动周”活动等；连续 10 多年举办了“中美东方之旅”
艺术交流活动，并多次应邀组团前往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西班牙、瑞典、丹麦、德国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进行访问演出或举办
作品展览，为扩大民族文化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国际影响力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
二、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
1、2018 年全年收入共计 21308.81 万元，比年初预算收入总额
10277.93 万元增加 11030.88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16799.64 万元，
比年初预算 6892.93 万元增加 9906.71 万元，事业收入 3739.12 万
元，比年初预算 3385 万元增加 354.12 万元。

2018 年内蒙古艺术学院支出共计 16994.33 万元，比年初预算
10277.93 万元增加 6716.4 万元元，其中：基本支出 10870.60 万元，
比年初预算 9804.43 万元增加 1066.17 万元，项目支出 6123.73 万
元，比年初预算增加 5650.23 万元。项目结余 4314.48 万元。
三、2019 年部门预算（草案）情况
1、2019 年内蒙古艺术学院收入预算
2019 年 内 蒙 古 艺 术 学 院 收 入 总 计 15944.21 万 元 ， 与 上 年
10277.93 万元相比，增加 5666.28 万元。
2、2019 年内蒙古艺术学院支出预算
2019 年内蒙古艺术学院支出共计 15944.21，其中：基本支出
11390.91 万元，比上年 9804.43 相比，增加 1586.48 万元；项目支出
4553.30 万元，比上年 473.50 万元增加 4079.8 万元。
3、2019 年内蒙古艺术学院项目支出预算
2019 年内蒙古艺术学院项目支出共计 4553.3 万元，具体包括：
内蒙古艺术学院运转保障 105 万元，就是学院非税收入返还部
分
高等教育蒙授生免学费 365 万元
高校科技创新与人才团队建设 43 万元
高校质量工程与教学改革专项 36.5 万元
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发展资金 1477 万元
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建设 1600 万元
蒙古族青年艺术人才培养基地 200 万元

中职教育两免补助 143.2 万元
研究生课程建设试点经费 21 万元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建设项目 25 万元
高等学校奖补资金 506.6 万元
草原英才 31 万元
4、2019 年内蒙古艺术学院政府采购预算总体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并支用的项目经费 898.61 万元，中央专款 40 万
元，合计 938.6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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