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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属高校信息化项目建设指南 
 （2021 评审版） 

 

 为规范本市市属高校信息化项目申报，根据国务院《关于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 号）有关“加

快推进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支出标准在预算

编制和管理中的基础支撑作用”的精神和《关于全面推进上海

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上海市市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

法》（沪财预〔2017〕76 号）、《上海市市本级信息化项目支出

预算管理办法》（沪经信推〔2015〕246 号）的有关要求，针对

市属高校信息化项目支出预算申报中所涉及的信息化基础建

设、校务综合管理、教学科研业务应用、公共服务支撑等内容

发布建设指引。 

 一、基本原则 

（一）完善制度机制，统筹开展建设。教育主管部门应统筹

规划具有共性的重大信息化项目建设。各高校应制定本校信息

化建设规划或计划，建立信息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完善管

理制度，明确归口管理部门，从网络资源、硬件设施、应用系

统等方面统筹推进本校信息化建设。 

（二）符合发展趋势，满足业务要求。申报项目应符合国家

及本市信息化相关规划要求，建设内容应满足本校业务发展形

势，适当考虑后续发展需求，所采用技术应符合信息技术发展

趋势。配置标准应与日常工作需要和使用频次相适应，有明确

标准规范的，应符合相应规定，杜绝超标准配置。鼓励通过购

买服务方式集约化开展建设运维，实现信息系统轻资产化。 

（三）统一数据标准，促进共享交换。各高校在自行制定数

据标准时，应在国家、部委、市教委已有的标准框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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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已出台明确标准的，原则上不再制定新标准。鼓励以教育

部 2012 版本《高等学校管理信息标准》和 2016 版《上海教育

管理基础信息分类和代码》、《上海市教育身份认证体系标准规

范》为基础，促进各高校与上海市教育数据中心以及高校基础

性教育管理系统之间实现教育数据的共享交换。 

（四）依托市级资源，实现共建共享。充分利用市级教育信

息化基础设施和基础平台，实现网络和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和

共建共享。充分利用教育城域网，实现校际网络、公共机房和

灾备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共享，鼓励各学校专业机房实

现共享；依托上海教育认证中心，鼓励各学校在实现校内统一

认证基础上，开展校际间认证互信；鼓励各学校优质教育资源

向上海市教育资源中心汇聚，实现教育资源在全市范围内的共

享利用；充分利用市级层面学生、教师、学校三大类的基础数

据库开展业务系统建设，建立信息共享和业务联动机制。鼓励

各学校充分利用教育云资源，逐步实现系统云端化部署。 

(五)做好整体规划,开展系统整合。按照“大系统”、“大平

台”的规划，整合现有应用系统，并对后续的系统建设进行整

体规划。在申报书中要明确本系统在整体规划中的角色和地位，

明确本系统与现有系统之间的有机关系。对同类型业务系统尽

量合并申报。分拆项目的不予支持。 

 

 二、适用范围与项目分类 

（一） 本指南适用于纳入本市市级预算单位进行管理的各

高校使用财政资金安排的信息化建设项目（投资额大于 10 万人

民币），明确不属于信息化项目预算申报范围的项目除外。 

 1. 建设类项目：含新建项目和升级改造项目，包括计算机

和网络硬件设备购置、产品软件购置、应用软件开发、信息安



 - 3 -

全保障、系统集成、监理、测评、数据服务等。已批复的建设

项目应在项目验收后以升级改造形式做功能扩展或按先期规划

的分期方案申报二期项目。 

 2. 不属于信息化项目支出预算申报范围的项目主要包括

以下内容：教育教学专用设备、实训室建设、专业教学软件产

品采购、教学资源（课件、课程内容制作）、综合布线、纯软件

产品（许可证）的购置、师生上网带宽费、专用以信息发布的

屏幕采购项目、标准化考场、多媒体教室、科研专用成熟软件

采购、信息技术人员常驻服务、专题数据库采购。 

（二） 本指南所指数据服务、托管服务、信息安全服务，

内容分别是: 

 1. 数据服务：具备行业标准的数据采集服务；对数据进行

重新审查和校验的过程，删除重复信息、纠正存在的错误，并

提供数据一致性的数据清洗服务；包括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的

加工，常用格式的电子文档数据处理的数据加工服务；提供多

种类型的标注、筛选、分类等服务，以满足客户在模式识别领

域进行科研、测试和产品开发的不同需要的数据标签服务；。 

2. 信息安全服务：包括根据系统等级确定的信息系统安全

测评服务；网站或系统安全扫描服务；在线安全检测服务；内

容安全检测服务；渗透测试服务。 

（三）本指南所指信息化基础设施类、校务综合管理类、教

学科研业务应用类、公共服务支撑类项目，内容分别是： 

 1. 信息化基础建设类项目：指网络机房、数据中心、校园

网络、无线覆盖、信息安全保障、视频会议等项目。 

2. 校务综合管理类项目：办公自动化（OA）系统、人事综

合管理系统、财务综合管理系统、资产综合管理系统、后勤综

合管理（含校医院）系统、校友综合管理系统、审计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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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管理系统、安全保卫系统、党建信息系统等项目。 

3. 教学科研业务应用类项目：大学生教务教学管理系统（含

教学改革管理、学科与专业管理）、大学生学工综合管理系统（含

招生录取、离校就业等）、研究生教务教学管理（含研究生教育

工作管理）系统、科研管理（含科研情报管理）系统、教学质

量评估系统、在线教学平台等项目。 

4. 公共服务支撑类项目：门户网站（站群）、统一身份认证

系统、校园一卡通系统、数据治理与决策支持系统、IT 运维管

理支撑系统、网上办事大厅（含信息门户）、档案综合管理系统、

图书馆综合管理系统、人工智能应用等项目。 

（四）本指南将按照“逐步更新、滚动发展”原则逐步补充

完善。已纳入本指南的配置标准，各预算单位应参照执行；未

纳入本指南的，各预算单位可根据相关标准、规范及指南要求，

按照实际需要进行配置。 

（五）本指南所列的费用标准供各预算单位申报项目参考。 

 三、项目建设基本配置原则 

（一）硬件设备：硬件设备配置参照单位人员及校区规模、

访问量、数据量和安全级别确定。系统建设所涉及硬件部分应

集约化建设,统一管理。 

（二）产品软件、应用模块、其他费用以及项目运维服务配

置标准参照《上海市市本级信息化项目通用类配置标准》（沪经

信推〔2015〕803 号，以下简称《通用类配置标准》）执行。 

（三）应用软件模块开发应配备日志模块,以便后续检查使

用及安全情况。 

 四、配置指引 

 参考配置标准主要根据系统规模确定，综合考虑学校使用

人数、学校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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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化基础建设类项目参考配置标准 

1. 机房及数据中心：含机房建设、服务器虚拟化软件、

桌面虚拟化软件、服务器、存储、容灾备份系统等。新增信息

化项目需求应直接依托教育云建设，不支持新的机房建设和数

据中心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校)以实训教学需求为目的本地化

实训数据中心和桌面虚拟化项目除外。 

2. 校园网络：含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接入交换机、

路由器和配件等。 

3. 无线覆盖包括教学区、办公区、公共区域（室外区域

要有需求说明）以及学生宿舍区覆盖，综合造价高密度不超过

5200 元/点（如 300 人以上会议室、体育馆等），低密度不超过

3200 元/点。 

4. 视频会议：原则上建议使用市教委已经建成的视频会

议系统。如确有需要单独建设，应与市教委已经建设的视频会

议互联互通。（参见《通用类配置标准》） 

5. 信息安全保障：参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

二三级等保要求配置。信息安全加固项目必须提供有资质的第

三方机构出具的评测报告进行申报。 

6. 高效能计算服务平台：高校学科科研高效能计算服务

平台原则上要求统筹规划、共享建设，自主建设应与校外超级

计算资源服务购买互为补充，新建或扩建的计算服务中心需承

诺对外共享开放服务。 

（二）校务综合管理类项目参考配置标准 

  办公（OA）系统  

1. 小型办公系统：以办公文件为核心，提高个体的工作效

率。提供邮件、发文管理、收文管理、归档公文管理、图书资

料管理和考勤管理等基本的无纸化办公、文档电子化的服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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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5 人月 

 投资费用<=25 万元。 

2. 中型办公系统：以流程管理为核心，提升学校的整体办

事效率。提供公文流转、流程审批、会议管理、车辆管理、费

用管理等以工作流为中心的服务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25 人月 

 投资费用<=80 万元。 

3. 大型办公系统：持续优化工作流程的同时，已整合资源、

提供知识管理为核心，使个体在需要时获得合适的知识和资源，

全面提升执行力，提高工作质量。提供知识管理、协同工作、

实时沟通、个性化门户以及上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之间的

文件传输、信息报送等服务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65 人月 

 投资费用<=180 万元。 

 

  人事综合管理: 

1. 小型人事综合管理系统：包括人事档案管理、职称评定、

调动管理、组织架构管理、合同管理、薪酬管理、社保管理、

绩效考核、奖惩管理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25 人月 

 投资费用<= 70 万 

2. 中型人事综合管理系统：在小型人事综合系统管理基础

上增加培训管理、招聘管理、入职及离校管理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35 人月 

 投资费用<= 100 万 

3. 大型人事综合管理系统：在中型人事综合系统管理基础



 - 7 -

上，增加人事招聘子站、离退休、外来人员管理、劳动力智能

分析，综合统计与分析等功能，含移动端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55 人月 

 投资费用<= 150 万 

 

  财务综合管理： 

1. 小型财务综合管理系统：包括预算申报管理（项目库）、

预算核算一体化（包含预算分配与指标管理、财务核算管理、

财务出纳管理、报表管理等）、教工薪资发放与计税管理、学生

收费管理、综合查询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35 人月 

 投资费用<= 90 万 

2. 大中型财务综合管理系统：在小型财务综合管理系统基

础上，增加固定资产管理、网络财务报销管理、财务智能管理

分析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50 人月 

 投资费用<=140 万 

 

 资产综合管理 

1.  小型资产综合管理系统：包括设备申购、设备采购、设

备管理、设备维修、设备报废、设备调拨、资产变更处置、查

询管理、设备数据导入、系统管理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30 人月 

 投资费用<= 80 万 

2. 中型资产综合管理系统：在小型资产管理系统基础上增

加资产共享与预约、大型仪器设备共享、设备预约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40 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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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费用<=110 万 

3. 大型资产综合管理系统：在中型资产综合管理系统基础

上实现全生命周期资产管理，增加专家认证、招投标管理、供

应商管理、设备利用数据分析与挖掘等功能,含移动端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70 人月 

 投资费用<=180 万 

 

  后勤综合管理（含校医院） 

1. 小型后勤综合管理系统：包括后勤工作管理、后勤服务

项目管理、后勤咨询投诉处理、工程管理、餐饮管理、班车（预

约）管理、会议室管理、报修平台、空间预约管理、资产物资

采购领用管理、评价管理、统计报表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30 人月 

 投资费用<= 80 万 

2. 大中型后勤综合管理系统：在小型后勤综合管理系统

基础上增加安保管理、校医院管理、能源使用管理、基建及装

修工程基本管理等功能，含移动端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55 人月 

 投资费用<= 150 万 

 

  校友综合管理系统 

  校友综合管理系统主要包括校友管理基本模块，校友基本

信息采集系统、校友日常信息维护模块、校友交流模块、校友

活动模块，校友信息查询；以及校友理事会、校友分会、捐款

系统、校友信息统计查询分析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20 人月 

 投资费用<= 6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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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系统 

学校审计系统主要用于审计室的审计管理工作，包括经济

责任审计、建设工程审计和科研专项审计三类。主要功能包含

材料填报、审批流转、审计报告、审计项目归档、资料查询，

以及与财务的集成。 

 应用开发工作量<= 15 人月 

 投资费用<= 45 万 

 

 外事管理系统 

外事管理平台建设，覆盖国际交流事务全生命周期管理。

包括出国计划管理、因公出国（境）管理、外教专家管理、学

生海外交流项目管理、国际/港澳台会议管理、国际交流合作交

流管理、来访接待管理、证照管理等。 

 应用开发工作量<= 20 人月 

 投资费用<= 50 万 

 

 安全保卫业务系统 

安全保卫业务系统主要用于学校的巡更管理、值班管理、户

口迁移管理、兵役信息管理、学生户籍管理、技防设备管理、

校门进出认证管理、消防设备管理、进校车辆管理、动火证管

理等。 

应用开发工作量<= 15 人月 

投资费用<= 50 万 

 

 党建管理系统 

 

高校党务工作平台，含组织管理、党员管理、党费管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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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学习考核、党员服务、活动管理、信息发布展示、党务公开

等，含移动端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20 人月 

投资费用<= 60 万 

 

（三）教学科研业务应用类项目参考配置标准 

 大学生教务教学管理（含教学改革管理、学科与专业

管理） 

1. 小型大学生教务教学管理系统：包括全校本科（高职）

学生选课、排课、课程管理、教学计划、任课教师管理、考务

管理、实验课程管理、成绩管理、学分管理、教材管理、毕业

论文管理、毕业及毕业证书管理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35 人月 

投资费用<= 100 万 

2. 大中型大学生教务教学管理系统：在小型教务教学综合

管理系统基础上增加在校各类竞赛、实习、创新创业课程、自

主信息服务等功能，含移动端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60 人月 

投资费用<= 180 万 

 

 大学生学工综合管理 

1. 小型大学生学工综合管理系统：全校学生学籍管理、困

难助学管理、奖惩管理、违纪、德育、学生档案、学生活动、

学业预警管理、辅导员综合管理、学生日常事务管理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30 人月 

 投资费用<= 80 万 

2. 中型大学生学工综合管理系统：在小型学工综合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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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基础上增加学生社区、学生宿舍综合管理、贷款管理、勤工

俭学、迎新、离校、就业等功能，含移动端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50 人月 

 投资费用<= 130 万 

3. 大型大学生学工综合管理系统：在中型学工综合管理系

统基础上增加各类型招生录取、系统级统计分析等功能，含移

动端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80 人月 

 投资费用<= 220 万 

 

 研究生教务教学管理（含研究生教育工作管理） 

1.  小型研究生教务教学管理系统：包括研究生选课、排

课管理、学籍管理、培养方案、困难助学管理、奖惩管理、中

期检查、毕业论文管理、学位管理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30 人月 

 投资费用<= 80 万 

2.  中型研究生教务教学管理系统：在小型研究生教务教

学管理系统基础上增加研究生学生社区、研究生学生宿舍综合

管理、贷款管理、勤工俭学、论文及科研成果管理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40 人月 

 投资费用<= 120 万 

3.  大型研究生教务教学管理系统：在中型研究生教务教

学管理系统基础上增加招生报名录取辅助、迎新、离校、各类

统计分析等功能，含移动端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70 人月 

 投资费用<= 2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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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质量评估(并入教务管理系统) 

评估范围主要包括学校的定位与目标、师资队伍、教学资源、

培养过程、学生发展、质量保障以及学校自选特色等方面。 

1. 小型教学质量评估系统：包括面向高校本科（高职）教

学质量监测、教学评估、教学过程跟踪、反馈及教学质量综合

分析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25 人月 

 投资费用<= 70 万 

2. 大中型教学质量评估系统：在小型教学质量评估系统基

础上增加研究生教学质量监测、教学评估、教学过程跟踪、反

馈及教学质量综合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30 人月 

 投资费用<= 90 万 

 

 科研管理系统（含科研情报管理） 

1. 小型科研管理系统：包括科研项目申报、项目过程管理、

成果管理、项目经费管理、项目结果评估、科研与实验的协同、

资源共享管理、基地管理、学术交流管理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20 人月 

 投资费用<= 60 万 

2. 中型科研管理系统：在小型科研项目管理系统基础上增

加项目论证、项目鉴定、项目分包管理、项目绩效考核管理等

功能，实现项目全过程管理及绩效管理。 

 应用开发工作量<= 30 人月 

 投资费用<= 100 万 

3. 大型科研管理系统：在中型科研项目管理系统基础上增

加科研情报获取、科研情报共享与管理等功能，含移动端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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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部门系统对接。 

 应用开发工作量<= 55 人月 

 投资费用<= 150 万 

 

  在线教学平台 

1. 小型在线教学平台：包括网上学习、备课、课程管理、

作业辅导管理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30 人月 

 投资费用<= 80 万 

2. 大中型在线教学平台：在小型在线教学平台基础上增加

教学模拟测试、网上教学直播、网上互动教学等功能，含移动

端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80 人月 

 投资费用<= 240 万 

 

（四）公共服务支撑类项目参考配置标准 

 门户网站（参见《通用类配置标准》） 

 

 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包括信息聚合与展现、身份认证、

单点登录、权限控制、CA 证书管理、有线无线认证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30 人月 

 投资费用<= 100 万 

 

 校园一卡通： 

1. 小型一卡通系统：包括饭卡、学生证、工作证、医疗卡、

上机卡、考勤卡、门禁卡、会议签到、水控、电控等应用项目

的制卡、统一认证接口管理服务、消费结算等功能。（不含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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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应用开发工作量<= 35 人月 

 投资费用<= 100 万 

2. 大中型一卡通系统：在小型一卡通系统基础上增加一卡

通数据行为分析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45 人月 

 投资费用<= 130 万 

 

  数据治理与决策支持系统（DSS） 

此类系统建议有核心应用系统数据需求的学校申报。申报时

应已建有公共数据库、学工系统、财务系统、教务系统等，且

已制定相应的数据标准，包括基础类数据标准、指标类数据标

准和专有类数据标准，遵循数据采集“一数一源”的原则。以

下投资费用不含基础数据专用工具购置费用。 

1. 小型数据治理与决策支持系统：包括数据清洗、共享交

换、综合统计查询等功能，提供智能、便捷、全面的数据集成

管理、数据质量盘点、数据质量提升、数据统计分析的工具和

服务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35 人月 

投资费用<= 100 万 

2. 大中型数据治理与决策系统：在小型数据治理与决策系

统基础上增加大数据分析、决策支持（专家系统）等功能，提

供深入数据分析决策，实现学生、教师、资产等各维度分析。 

应用开发工作量<= 80 人月 

投资费用<= 250 万 

 

  IT 运维管理支撑系统：包括校园资产管理、校园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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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IT 设备管理与检测、IT 设备维护、网络使用计费、网络

安全漏洞等功能，含移动端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30 人月 

投资费用<= 100 万 

 

 网上办事大厅：整合、优化学校跨部门办公审批、办事全

流程，打造学校一站式 PC 端办事大厅网站。包括大厅门户网站、

各事务流程、空间预约、在线服务等功能，含移动端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70 人月 

 投资费用<= 200 万 

 

 档案综合信息管理：实现实物及电子档案全生命周期的过

程控制和管理服务，包括档案采集（档案资料批量导入图像文

字 OCR 识别和智能分类）、档案管理、档案鉴定、档案检索、档

案出入库管理、档案盘点、库房管理、数据分析、档案利用、

档案销毁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25 人月 

 投资费用<= 70 万 

 

 图书馆综合管理系统 

  1. 标准图书馆管理系统：实现校图书馆全过程管理，包括

采访系统、分编系统、典藏系统、流通系统、期刊系统、阅览

系统、公共检索与服务系统、统计分析、系统管理等功能；  

 应用开发工作量<= 40 人月 

 投资费用<= 100 万 

2.智慧图书馆管理系统：在标准系统基础上开发行为分析、

个性化内容推荐、采购数据分析、论文采集评价、论文查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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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情报分析系统等功能；增加 H5 移动端，支持图书预约、借

阅、续借、读者空间预约，支持一站式检索、信息提醒、资料

查看、智能推荐。 

 应用开发工作量<= 60 人月 

 投资费用<= 160 万 

 

注：中职学校申报信息化项目参照此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