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03.180
Y 51
备案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业标准
JY/T 0624－2018

高等学校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

Classification and codes for fixed asse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19-1-10 发布 2019-1-10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发 布

JY



JY/T XXXX-2018

1

目录

前言..........................................................................................................................................................................III

1 范围......................................................................................................................................................................2

3 术语和定义..........................................................................................................................................................2

4 分类原则..............................................................................................................................................................2

5 编码方法..............................................................................................................................................................3

6 代码表..................................................................................................................................................................3

附录 （规范性附录）代码表................................................................................................................................. 4

表 a 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4

表 b 通用设备.........................................................................................................................................................9

表 c 专用设备.....................................................................................................................................................284

表 d 文物和陈列品.............................................................................................................................................459

表 e 图书、档案.................................................................................................................................................465

表 f 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466



JY/T XXXX―2018

2

高等学校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等学校固定资产的分类原则、编码方法和代码。

本标准适用于高等学校固定资产的登记、统计等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4885-2010》（以下简称《国标》）

3 术语和定义

3.1 固定资产 fixed assets

依据《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中国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72号）、《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国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78号），固定资产是指事业单位持有的使用期限超过 1年（不含 1年），单位价值

在规定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房屋及构筑物、专用设备、通用

设备等。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是耐用时间超过 1年（不含 1年）的大批同类物资，应当作为

固定资产核算。

4 分类原则

本标准参照《国标》的分类方法，遵循以固定资产基本属性分类为主，兼顾高等学校固定资产管理

需要为辅的原则。按照固定资产的基本属性进行分类是本标准遵循的首要原则。所谓固定资产基本属性，

是指该固定资产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和与其他事物的区别性，是决定该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而区别于其

他事物的属性。与此同时，由于高校的固定资产是高校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相关工作的重要物质基础，固定资产管理与高等学校类型相关，具有行业性和专业

性差异的特点。因此，在以固定资产基本属性为首要分类原则的前提下，还需适当考虑不同类型高校的

学科差异性，从而满足高等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的实际需要。

对于预置于特定学科（行业）使用的大型装置（集成系统）中的专用设备直接计入其相应系统的代

码，在更新、改造、维修时做相应增减值处理。大系统中的通用设备，若具备独立使用功能，原则上纳

入通用设备清单管理；若为该大系统的配套部件，原则上应与该大系统共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管理并计

入相应的分类代码。对于高校自行研制的非标类大型系统或设备，可根据该系统或设备的主体功能属性

进行归类，若无合适分类，则可按主要使用功能计入相应分类下的其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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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码方法

本标准依据《国标》对《高等学校固定资产分类及编码》（以下简称《分类及编码》）进行修订，采

用 8层 16位数字代码表示，其中第 1-7位为《国标》分类，第 8-16位为《分类及编码》分类。具体为：

第 1位表示《国标》门类，第 2、3位表示《国标》大类，第 4、5位表示《国标》中类，第 6、7位表示

《国标》小类，第 8，9位表示《分类及编码》门类，第 10、11位表示《分类及编码》大类，第 12、13

位表示《分类及编码》中类，第 14、15位表示《分类及编码》小类，第 16位表示新增小类。其分类结

构如图 1所示。

说明：

固定资产分类代码（国标）的第 1 位所表示的 6 个门类如下：

a) 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b) 通用设备；

c) 专用设备；

d) 文物和陈列品；

e) 图书、档案；

f) 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固定资产分类代码的大类、中类和小类中的代码“99”为收容项，主要用于该项尚未列出的固定资

产。

图 1 编码方法与分类结构示意图

6 代码表

高等学校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表详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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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规范性附录）代码表

表 A.1 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分类代码 分类名称 国标名称

1010000020000000 土地及植物 土地、海域及无居民海岛

1010000020100000 土地 土地、海域及无居民海岛

1010901020101000 平原 教育用地

1010901020102000 丘陵 教育用地

1010901020103000 山地 教育用地

1010901020104000 高原 教育用地

1010901020105000 盆地 教育用地

1010999020106000 湖泊 其他事业单位用地

1010999020107000 河流 其他事业单位用地

1010999020108000 海水养殖场 其他事业单位用地

1010999020109000 岛屿 其他事业单位用地

1010999020199000 其他土地 其他事业单位用地

1020601010000000 房屋及构筑物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0000 房屋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1000 混合结构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1010 教学科研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1020 图书馆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1030 行政办公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1040 校办工厂（实训中心)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1050 文体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1060 会堂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1070 医院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1080 食堂餐厅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1090 仓库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1100 学生宿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1110 职工家属宿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1120 招待所住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1130 托幼附属子弟学校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1140 校外服务营业单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1990 其他混合结构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2000 砖木结构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2010 教学科研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2020 图书馆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2030 行政办公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2040 校办工厂（实训中心)用房 教育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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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土地、房屋及构筑物-续表

分类代码 分类名称 国标名称

1020601010102050 文体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2060 会堂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2070 医院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2080 食堂餐厅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2090 仓库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2100 学生宿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2110 家属职工宿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2120 招待所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2130 托幼附属子弟学校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2140 校外服务营业单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2990 其他砖木结构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3000 砖石结构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3010 教学科研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3020 图书馆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3030 行政办公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3040 校办工厂（实训中心)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3050 文体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3060 会堂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3070 医院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3080 供应设施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3090 仓库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3100 学生宿舍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3110 职工家属宿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3120 招待所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3130 托幼附属子弟学校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3140 校外服务营业单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3990 其他砖石结构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4000 木结构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4010 教学科研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4020 图书馆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4030 行政办公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4040 校办工厂（实训中心)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4050 文体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4060 会堂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4070 医院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4080 食堂餐厅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4090 仓库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4100 学生宿舍用房 教育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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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土地、房屋及构筑物-续表

分类代码 分类名称 国标名称

1020601010104110 职工家属宿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4120 招待所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4130 托幼附属子弟学校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4140 校外服务营业单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000 钢筋混凝土结构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010 教学科研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020 图书馆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030 行政办公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040 校办工厂（实训中心)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050 文体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060 会堂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070 医院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080 食堂餐厅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090 仓库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100 学生宿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110 职工家属宿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120 招待所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130 托幼附属子弟学校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140 校外服务营业单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990 其他木结构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5990 其他钢筋混凝土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6010 教学科研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6020 图书馆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6030 行政办公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6040 校办工厂（实训中心)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6050 文体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6060 会堂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6070 医院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6080 供应设施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6090 仓库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6100 学生宿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6110 职工家属宿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6120 招待所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6130 托幼附属子弟学校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6140 校外服务营业单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6990 其他框架结构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7000 钢结构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7010 教学科研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7020 图书馆用房 教育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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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土地、房屋及构筑物-续表

分类代码 分类名称 国标名称

1020601010107030 行政办公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7040 校办工厂（实训中心)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7050 文体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7060 会堂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7070 医院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7080 食堂餐厅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7090 仓库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7100 学生宿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7110 职工家属宿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7120 招待所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7130 托幼附属子弟学校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7140 校外服务营业单位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010107990 其他钢结构用房 教育用房

1020601102060700 框架结构 教育用房

1029001140101110 防盗门 门

1029002140101150 门禁系统 门禁系统

1029004010201100 围墙 围墙

1030000010200000 室外构筑物 构筑物

1030000010201000 土木工程 构筑物

1030199010201020 游泳池 其他池

1030199010201070 蓄水池 其他池

1030399010201080 水塔 其他塔

1030501010201090 水井 水井

1030999010201040 道路 其他道路

1031102010201060 涵洞 公路涵洞

1031103010201170 独立的防空隐蔽室 防空洞

1031201010201120 廊 通廊

1031310010201050 桥梁 露天框架

1031407010201180 护坡 护坡

1031600010203000 管路 水利管道

1031601010203010 上水（供水）管道 引水管道

1031602010203020 下水（排水）管道 排水管道

1031602010203070 雨污水管道 排水管道

1031699010203990 其他管路 其他水利管道

1031700010203030 煤气管道 市政管道

1031700010203040 天然气管道 市政管道

1031700010203050 暖气管道 市政管道

1031700010203060 专用气体管道 市政管道

1032005010201010 体育场 露天体育场、训练场



JY/T XXXX―2018

8

表 A.1 土地、房屋及构筑物-续表

分类代码 分类名称 国标名称

1032099010201030 广场 其他场

1039900010201110 亭 其他构筑物

1039900010201130 阁 其他构筑物

1039900010201140 榭 其他构筑物

1039900010201150 塔 其他构筑物

1039900010201160 独立的烟囱 其他构筑物

1039900010201990 其他土木工程 其他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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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通用设备

分类代码 分类名称 国标名称

2010100050000000 电子设备 计算机设备

2010100050100000 计算机 计算机设备

2010100050101000 电子计算机 计算机设备

2010100050102000 模拟计算机 计算机设备

2010100050103000 数模计算机 计算机设备

2010101050101010 巨型电子计算机 巨/大/中型机

2010101050101020 大型电子计算机 巨/大/中型机

2010101050101030 中型电子计算机 巨/大/中型机

2010101050102020 模拟计算机 巨/大/中型机

2010101050102020 小型模拟计算机 巨/大/中型机

2010102050101040 小型电子计算机 小型机

2010103050101040 专用服务器 PC 服务器

2010104050101050 微型电子计算机 台式机

2010104050101050 台式机 台式机

2010104050101050 超级微机系统 台式机

2010104050101050 微型台式电子计算机 台式机

2010104050101140 电脑主机 台式机

2010104050101150 电脑一体机 台式机

2010105050101120 笔记本电脑（便携式计算机） 便携式计算机

2010105050101130 平板电脑 便携式计算机

2010105050101130 交互平板 便携式计算机

2010199050101050 计算机系统 其他计算机设备

2010199050101050 微机系统 其他计算机设备

2010199050101060 单板机 其他计算机设备

2010199050101070 双板计算机 其他计算机设备

2010199050101080 财会模拟实验成套设备 计算机设备

2010199050101080 计算机教学实验装置 其他计算机设备

2010199050101080 计算机实验仪 其他计算机设备

2010199050101080 微型计算教学实验系统 其他计算机设备

2010199050101080 微机试验器 其他计算机设备

2010199050101090 便携式工作站 其他计算机设备

2010199050101090 超微机工作站 其他计算机设备

2010199050101090 声学仪器分析工作站 其他计算机设备

2010199050101090 图型工作站 其他计算机设备

2010199050101090 微机工作站 其他计算机设备

2010199050101090 小型工作站计算机 其他计算机设备

2010199050101100 可编程控制器实验仪 其他计算机设备

2010199050101110 编程测试仪 计算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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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续表

分类代码 分类名称 国标名称

6056010170207000 信息安全类软件（可单独用） 无形资产

6056010170208000 管理类软件（可单独用） 无形资产

6056010170209000 门户网站（服务器类软件）（可单独用） 无形资产

6056010170299000 其它类软件（可单独用） 无形资产

6056020170107000 特许权 无形资产

6056030170199000 其他知识产权 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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