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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以医疗工作

为中心，开展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

科、中医科、针灸科、医学美容科、急诊科、麻醉科、检验

科、生化科、微生物免疫科、中心实验室、病理科、影像科、

药剂科等方面的医疗、预防、护理、科研及教学工作。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根据业务范围，医院设党委机构、行政机构、医疗管理

机构三大序列共 20 个内设机构，分别是党委办公室、宣传

部、院办公室、组织人事处、计划财务处、医疗保险处、发

展规划处、审计处、设备处、保卫处、后勤管理处、离退休

管理处、干部保健处、医务处、护理部、科研处、临床教学

部、贵州省产前诊断中心、贵州省肝胆胰脾研究所、贵州省

儿童医学中心。

三、部门人员构成

医院核定事业编制 2983 人，在职实有人数 2080 人，其

中工勤人员 42 人。离休人数 5 人，退休人数 96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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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部门预算公开报表

一、包括本级预算和所属单位预算在内的汇总预算

我部门无下属单位，2022 部门预算公开范围为含本级预

算在内的汇总预算。

（表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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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部门预算安排说明

一、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部门收支总预算收入为 394,466.20 万元，包

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1,506.02 万元、单位资金收入

382,960.18 万元。

2022 年度部门收支总预算支出为 394,466.20 万元，包

括：教育支出 481.80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248.00 万元、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38.39万元、卫生健康支出391,898.01

万元。

预计在全国疫情相对稳定的大环境下，2022 年度部门收

支总体情况较 2021 年度有一定增幅。

二、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部门收入为 394,466.20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收入 11,506.02 万元，占 2.92%；单位资金收入

382,960.18 万元，占 97.08%。

预计在全国疫情相对稳定的大环境下，2022 年度部门收

入总体情况较 2021 年度有一定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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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部门支出为 394,466.20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11,506.02 万元，占 2.92%；单位资金收入安排

支出 382,960.18 万元，占 97.08%。

其中：205 教育支出 481.80 万元，主要用于培训支出；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48.00 万元，主要用于科技重大专项；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38.39 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离

退休；210 卫生健康支出 391,898.01 万元，主要用于公立医

院、公共卫生及中医药支出。

预计在全国疫情相对稳定的大环境下，2022 年度部门支

出总体情况较 2021 年度有一定增幅。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说明

2022年度部门财政拨款总预算收入为11,506.02 万元，

均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1,506.02 万元。

2022 年度部门财政拨款总预算支出为 11,506.02 万元，

包括：教育支出 481.80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248.00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38.39万元、卫生健康支出8,937.83

万元。

2022 年度部门财政拨款收支总体较 2021 年度增加 4，

937.11 万元, 增幅 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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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度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11,506.02 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838.39 万元，占 15.98%；一

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 9,667.63 万元，占 84.02%（省本级财

力安排 7,209.78 万元，中央补助列支省本级部分 2,457.85

万元）。

2022 年度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较 2021 年度增加 4，

937.11 万元, 增幅 29.13%。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为 1,838.39 万元。其

中：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1.75 万元，占 0.10%；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助 1,836.64 万元，占 99.90%。

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较2021年度增加 20.2

万元, 增幅 1.10%。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我单位 2022 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

出。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较 2021

年度无增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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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我单位 2022 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我单位 2022 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十、上年结转结余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无上年结转结余预算支出。

十一、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基本支出预算 123,696.01 万元。其中：财政

拨款 1,838.39 万元，占 1.49%；单位资金 121,857.62 万元，

占 98.51%。

十二、项目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项目支出预算 270,770.19 万元。其中：财政

拨款 9,667.63 万元，占 3.57%；单位资金 261,102.56 万元，

占 96.43%。

第四部分：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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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运行经费说明

2022 年单位运行经费 382,960.18 万元，主要包括：药

品费、卫生材料费、人员经费及商品和服务支出费等。

单位运行经费与 2021 年相比，有一定增幅。

二、政府采购情况

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及项目任务所需，我院 2022

年涉及的政府采购预算 144,015.60 万元，均为货物类政府

采购。

政府采购预算与 2021 年相比，基本持平。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我院资产总额为 258,889.31 万元，其

中：流动资产为 125,852.01 万元，非流动资产为 133,037.30

万元。

资产总额与 2021 年相比，基本持平。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2 年度实行绩效管理项目 1 个，涉及财政拨款预算

2,223.06 万元。

（一）绩效目标和指标（见下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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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码及名称：省属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公立医院床位补助经费） 预算年度：2022 金额：2339.98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52000021V5X1NXMNWIKE1 项目名称 省属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公立医院床位补助经费）

资金用途
取消药品加成后用于弥补医院医疗收入

释放医疗收入不合理结构空间，合理调整医疗收入结构

资金支出计

划

3月底 6月底 10 月底 12 月底

2339.98

绩效目标
目标 1 取消药品加成后用于弥补医院医疗收入

目标 2 释放医疗收入不合理结构空间，合理调整医疗收入结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指标内

容)

评(扣)分

标准

指标值
指标确

定依据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

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022 年开放

床位数
2022 年开放床位数 实际床位 = 2814.00 床

质量指标
医务性收入

逐年增加

增加医务性收入且较上

年增加 5%
实际指标 <= 5.00 %

时效指标
改革补助项

目所需时间

完成省属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补助项目所需时间
实际年限 = 1.00 年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逐年增加医

务性收入
逐年增加医务性收入 实际指标

文字描

述
持续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降低药品耗

占比
降低药品耗占比 实际指标

文字描

述

药占比<=35%,

耗占比<=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患者满意度 患者满意度

患者满意

度
>= 90.00 %

五、项目支出安排情况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506.02 万元，包括基本支出

1,838.39 万元；项目支出 9,667.63 万元（省本级财力安排

7,209.78 万元，中央补助列支省本级部分 2,457.85 万元），

具体项目如下：

（一）基本支出：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公用经费、调

整经费 1,838.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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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支出：

（1）中医药传承与发展补助资金 50.00 万元；

（2）省属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公立医院床位补助

经费）2,339.98 万元；

（3）科研经费 50.00 万元；

（4）全省卫生健康人才培训 419.8 万元；

（5）省级重点学科建设补助资金 130.00 万元；

（6）医疗卫生机构设备购置专项补助 1,120 万元；

（7）省级妇幼保健特色专科 100.00 万元；

（8）高危人群出生缺陷防治 3，000.00 万元；

（9）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

展）2 万元；

（10）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

1，887.25 万元；

（1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央补助资金 153 万元；

（12）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310 万元；

（13）重大传染病防控中央补助资金 105.6 万元。

（三）高危人群出生缺陷防治项目情况说明：

该项目支出 3，000 万元，占预算总额的 26.07%。

（1）项目概况：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把好人生健康

第一关，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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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为深入贯彻全省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根据《贵州

省整体提升卫生健康水平攻坚行动计划（2021—2030 年）》

要求，我委将以建设健康贵州、保障母婴安全、提升人均预

期寿命为目标，坚持政府主导、精准施策、知情自愿的原则，

在全省启动实施 2022 年贵州省高危人群出生缺陷防治补

助试点项目。

（2）项目用途：2022 年计划为 4.5 万血清学筛查结

果为高风险或临界风险 的孕妇免费提供无创胎儿游离 DNA

产前筛查(以下简称“无创 DNA 检测”);为 9000 对地中海

贫血筛查高风险的夫妇免费开展 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 ;为

500 名需要地中海贫血产前诊断的孕妇 免费开展地中海贫

血产前诊断。

（3）项目使用方向：孕妇无创 DNA 检测项目补助标 准

为 500 元/人 ;地贫基因检测项目补助标准为 750 元/对

夫妇 ;地 贫产前诊断项目补助标准为 1500 元/人(无创

DNA 检测、地贫基 因检测、地贫产前诊断项目均为限价项

目)。

（4）资金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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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有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同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

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三）单位资金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

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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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属单位缴款：指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

按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五）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

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缴款”等之外取得的收

入。

（六）上年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支出预算因客观条

件变化未执行完毕、结转到本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

金，既包括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

入、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七）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

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

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也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八）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九）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单位资金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

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一）“三公”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

公”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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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

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

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

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二）210 卫生健康支出（类）

21002 公立医院（款）包括以下项级科目：

2100201 综合医院:反映卫生健康、中医药部门所属的城

市综合性医院、独立门诊、教学医院、疗养院和县医院的支

出。

2100209 福利医院：反映政府举办的专门为贫困人群提

供基本医疗服务医院的支出。

2100299 其他公立医院支出：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

他用于公立医院方面的支出。

21004 基本公卫（款）包括以下项级科目：

210040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反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

出。

2100409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反映重大疾病、重大传染

病预防控制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支出。

21006 中医药（款）包括以下项级科目：

2100601 中医（民族医）药专项：反映中医（民族医）

药方面的专项支出。

210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款）包括以下项级科目：

21099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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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卫生健康方面的支出。

（十三）205 教育支出（类）

20508 进修及培训（款）包含以下项级科目：

2050803 培训支出：反映各部门安排的用于培训的支出。

（十四）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包含以下项级科目：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

经费。

（十五）206 科学技术支出（类）

20609 重大科技项目（款）包含以下项级科目：

2060901 科技重大专项：反映用于科技重大专项的经费

支出。

206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包含以下项级科目：

20699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反映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中

除以上各项外用于科技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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