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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主要职能。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始建于 1967 年，是集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社区为一体的国家三级乙等

综合医院，省政府确立的攀西职业病防治中心、攀西医养康

复示范中心。医院编制床位 1006 张，职工 596人,高级专业

技术人员人 155人（正高 45人），配有 1.5T核磁共振、多

排螺旋 CT、脊柱内镜系统、DSA、乳腺 X光机、DR、高压

氧舱等现代化诊疗设备。年门诊 26余万人次，年住院 2.1万

人次，年手术 4000余台次。2019 年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

考核中，医院名列全省第 51名。

（二）2020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持续推进大型医院质量发展，着力“三甲”创建工作。

按照我院推进大型医院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稳步推进

医院高质量发展工作。以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提升医院的服

务能力为抓手，着力推进“三甲”创建工作，充分利用华西

医联体及专科联盟优势，充分利用发挥互联网+医疗的优势

实施远程网络会诊，提升疑难危急重症救治水平实现同质化

医疗。

2.强化攀西职业病防治高地建设。



攀西职业病防治中心作为四川省政府设置的四个区域

性职业病防治中心之一，是攀枝花市打造区域卫生高地“六

中心”之一。承担了攀西地区职业病防治的任务及使命。按

照市卫生健康委“医疗卫生高地”建设的统一部署，依托中

国 CDC、北京煤炭总医院、广州职防院、华西四院夯实职业

中毒急救基地内涵建设；搭建职业卫生信息交流平台；启动

创建国家级重点学科；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继续提升

科研教学水平；加强新技术、新项目推广应用。

3.做特“康养+医疗”产业，推进攀西医养康复示范中心

建设。梳理中心特色和亮点，创新中心管理模式，医、养、

康有机融合，形成自身的服务和经营理念。将老年医学科纳

入医养中心，形成有养有医有康复的模式。

4.加强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年行动”为主要抓手，

以“高、精、尖、优、特”为重点，着力推进“树名医、建

名科、创名院”建设。坚持“全面发展、系统推进、点面兼

顾、重点突破”的学科建设原则，以重点学科建设为抓手，

培育高、精、尖、优、特为目的，推进学科和专科高质量发

展。

5.推进医改，促进医院管理精细化。

加强医院运营管理，降低成本，盘活闲置房屋及土地，

提高效率，稳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6.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

按照《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对医院信息

化建设进行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力争通过三年的建设周期，



建成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覆盖医疗业务全流程的信息系统

和医院信息平台，达到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 5级和互联互

通 4甲标准的要求。

二、机构设置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下属二级单位 0 个，其中行政

单位 0 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0 个，其他事业单

位 0 个。

第二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 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收入支、出总计 21285 万元。与 2019 年相比

收、支减少 934 万元，下降 4.20%。主要变动原因是受新冠

疫情影响，病人数量减少，导致收入支出也相应减少。



二、 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本年收入合计 21285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收入 829.93 万元，占 3.9%；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 1343.14 万元，占 6.31%；事业收入 18813 万元，

占 88.39%；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占 0%；其他收入 298.61 万元，占 1.40%。

三、 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本年支出合计 2118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0643

万元，占 97%；项目支出 544 万元，占 3%；上缴上级支出 0

万元，占 0%；经营支出 0 万元，占 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

出 0 万元，占 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2173.07 万元，财政拨款支出

总计 2154.36 万元。与 2019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入总计减

少 227.65 万元，下降 9.48%，财政拨款支出总计减少 246.36

万元，下降 10.26%。主要变动原因是财政减少了预算指标。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811.21 万元，占本



年支出合计的 3.83%。与 2019 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减少 1279.44 万元，下降 61.20%。主要变动原因是财政在

下达指标时有的下达在政府性基金财政预算拨款中所致。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811.21 万元，主要

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16.87 万元，占 2%；

教育支出（类）0 万元，占 0%；科学技术（类）支出 0 万元，

占 0%；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0 万元，占 0%；社

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530.88 万元，占 65%；卫生健康支

出 263.46 万元，占 33%；住房保障支出 0 万元，占 0%。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为 811.21，完成预算

97.74%。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类）人力资源事务（款）其他人力资

源事务（项）: 支出决算为 9.6 万元，完成预算 100%；一般

公共服务（类）组织事务（款）其他组织事务（项）: 支出

决算为 7.27 万元，完成预算 100%。

2.教育（类）（款）（项）: 支出决算为 0 万元。

3.科学技术（类）（款）（项）: 支出决算为 0 万元。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款）（项）: 支出决算

为 0 万元。

5.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养老支出（款）事业

单位离退休（项）: 支出决算为 505.13 万元，完成预算 100%；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 支出决

算为 17.96 万元，完成预算 100%；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



政事业养老支出（款）其他社会和保障和就业支出（项）: 支

出决算为 7.79 万元，完成预算 100%。

6.卫生健康（类）公共卫生（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支出决算为 21 万元，完成预算 100%；卫生健康（类）公共

卫生（款）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支出决算为 19.5 万元，

完成预算 100%；卫生健康（类）公共卫生（款）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处理（项）:支出决算为 69.96 万元，完成预算

100%；卫生健康（类）其他卫生健康支出（款）其他卫生健

康支出（项）:支出决算为 153 万元，完成预算 100%。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547.75 万元，

其中：

人员经费 547.6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0 万元、津

贴补贴 0 万元、奖金 0 万元、伙食补助费 0 万元、绩效工资

0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0 万元、职业年金

缴费 0 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0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0 万元、离休费 16.61 万元、退休费 0 万元、抚恤金 10.24

万元、生活补助 470.32 万元、医疗费补助 25.76 万元、奖

励金 0 万元、住房公积金 0 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24.67 万元等。

日常公用经费 0.15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0 万元、

印刷费 0 万元、咨询费 0 万元、手续费 0 万元、水费 0 万元、

电费 0 万元、邮电费 0 万元、取暖费 0 万元、物业管理费 0



万元、差旅费 0 万元、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维修（护）

费 0 万元、租赁费 0 万元、会议费 0 万元、培训费 0 万元、

公务接待费 0 万元、劳务费 0 万元、委托业务费 0 万元、工

会经费 0 万元、福利费 0.15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

万元、其他交通费 0 万元、税金及附加费用 0 万元、其他商

品和服务支出 0 万元、办公设备购置 0 万元、专用设备购置

0 万元、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0 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

0 万元等。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0 万元与预算

数持平。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0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 0 万元，占 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决算 0 万元，占 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0 万元，占 0%。

2020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 0 万元，占 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决算 0 元，占 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0 万元，占 100%。

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 0 万元，完成预算 0%。全年

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 0 次，出国（境）0 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0 万元,完成预算 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与 2019 年比无变化。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 万元。全年按规定更新购置

公务用车 0 辆，其中：轿车 0 辆、金额 0 万元，越野车 0 辆、

金额 0 万元，载客汽车 0 辆、金额 0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 0 辆，其中：轿车 0 辆、越野车 0

辆、载客汽车 0 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0 万元。

3.公务接待费支出 0 万元，完成预算 0%。公务接待费支

出决算与 2019 年比无变化。其中：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0 万元，接待 0 批次，0 人，主要用

于开展业务活动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

外事接待支出 0 万元，外事接待 0 批次，0 人，共计支

出 0 万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1343.14 万元。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0 万元。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0 年，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 万

元与 2019 年决算数持平。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0 年，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415.47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415.47 万元、政府

采购工程支出 0 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 万元。主要用于医

疗设备和办公设备购置。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166.19 万

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40%。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共有车辆

6辆，其中：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

急保障用车0辆、其他用车6辆，其他用车主要是用于医疗救

护及公务使用。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1台（套），单价

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19台（套）。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单位）在年初预算编

制阶段，组织对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项目（项目名称）开展

了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对 4 个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预算执

行过程中，选取 4 个项目开展绩效监控，年终执行完毕后，

对 1 个项目开展了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

本部门按要求对 2020 年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自评，

从评价情况来看稳步推进了我院高质量发展工作，以开展新

技术新项目，提升服务能力为抓手着力推进“三甲”创建工

作，结合学科建设规划，加大医疗设备投入；强化攀西职业

病防治高地建设，充分发挥攀西职防中心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打造成为川西南、滇西北职业病防治高地；做特“康养+医

疗”产业，推进攀西医养康复示范中心建设；加强学科建设，



以“学科建设年行动”为主要抓手，以“高、精、尖、优、

特”为重点，着力推进“树名医、建名科、创名院”建设；

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本部门还自行组织了 1 个项目支出绩

效评价，从评价情况来看购置了大型设备 DSA、CT 等，开展

了介入手术，医疗技术得到提高，满足了周边群众的就医需

求；我院 2020 年新增省级重点学科在建科室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市级重点学科新增老年医学中心、泌尿科；我院医

养示范中心成功创建成为四星级养老机构。。

1.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部门在 2020 年度部门决算中反映“城市公立医院取

消药品加成政府补助”“代管社区分流人员经费”“公立医

院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补助”4 个项目绩效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1）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政府补助”项目绩效

目标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 6923.07 万元，执行数

为 6923.0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通过项目实施，促进了

我院全面落实国家医改政策中有关取消药品加成工作，确保

药品严格按进价销售，医院药品正常供应，最大程度满足患

者需求。

（2）“代管社区分流人员经费”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

况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 300 万元，执行数为 300 万元，完

成预算的 100%。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了社区分流人员按时足

额发放工资、绩效、缴纳社保费和公积金，稳定了分流人员

队伍。



（3）“公立医院改革”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

项目全年预算数 252 万元，执行数为 25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了医院正常运营，满足了广大就

医患者的需求，医院实现了收支平衡，对于公立医院发挥公

益性和可持续性起到了良好作用。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万

元)

预算数: 13300 执行数: 13035

其中-财政拨款: 1335 其中-财政拨款: 1605

其它资金: 11965 其它资金: 11430

年

度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稳步推进我院高质量发展工作，以开展新技术

新项目，提升服务能力为抓手着力推进“三甲”

创建工作，结合学科建设规划，加大医疗设备

投入；强化攀西职业病防治高地建设，充分发

挥攀西职防中心的引领和指导作用，打造成为

川西南、滇西北职业病防治高地；做特“康养

+医疗”产业，推进攀西医养康复示范中心建

设；加强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年行动”为

主要抓手，以“高、精、尖、优、特”为重点，

着力推进“树名医、建名科、创名院”建设；

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

购置大型设备 DSA、CT 等，开展了介入手术，

医疗技术得到提高，满足了周边群众的就医需

求；我院 2020 年新增省级重点学科在建科室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市级重点学科新增老年

医学中心、泌尿科；我院医养示范中心成功创

建成为四星级养老机构。

绩

效

指

标

完

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

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

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指

标
数量指标

完成透视手术床、等离

子灭菌器、乳腺 X光机

等设备采购1423万元；

按计划数量金额完成 99%



2.部门绩效评价结果。

情

况

药品采购 6500 万元；

卫生材料采购 3500 万

元；养老保险、职业年

金缴纳 748 万元；公立

医院改革 252 万元；代

管社区、援藏干部 307

万元。

项目完成指

标
质量指标

按政府采购要求执行；

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

险、职业年金缴纳等；

按公立医院改革计划

执行；按时足额发放分

流人员工资、绩效，缴

纳养老金等。

符合国家标准 100%

项目完成指

标
时效指标 2020 年度 按时完成 100%

项目完成指

标
成本指标

透视手术床、等离子灭

菌器、乳腺 X光机等设

备采购 1423 万元；药

品采购 6500 万元；卫

生材料采购3500万元；

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缴

纳 748 万元；公立医院

改革 252 万元；代管社

区、援藏干部307万元。

按计划数量金额完成 99%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达到预算目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满足患者需求 满足患者需求 ≥95%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患者满意 患者满意 ≥95%



本部门按要求对 2020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开

展自评，《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 2020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

效评价报告》见附件（附件 1）。

本部门自行组织对“公立医院改革”项目开展了绩效评

价，《项目 2020 年绩效评价报告》见附件（附件 2）。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

算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

3.经营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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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5.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使用以前年度积累

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金额。

6.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

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7.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所得

税、提取的专用结余以及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的金额等。

8、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

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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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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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经营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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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三公”经费：指部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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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

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

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

险费等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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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

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

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

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以及其他费用。



第四部分 附件

附件 1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

2020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我院党政管理内设机构 15 个，党委办公室（统战科）、

院办公室、 门诊办公室、组织人事科、护理部、医院感染

管理科、信息科、财务科、医保科、纪委办公室、医务部、

宣传科、后勤服务部、 设备科、审计科；临床管理内设机

构 41 个，血液肿瘤科、肾内科、内分泌科、儿 科、新生

儿科、皮肤科、中医科、神经内科、精神科、健康管理科、

脊柱外科、关节外科、肛肠科、泌尿外科、妇科、肝胆外科、

产科、神经外科、口腔科、耳鼻喉科、眼科、重症医学科、

健康监护科、尘肺科、中毒科、职业卫生评价、康复科、 针

灸科、营养科、心血管科、呼吸科、消化科、医养结合科、

急诊医学科、感染性疾病科、运动医学科、普胸外科、骨科、

手术部、职业病防治中心办公室、老年医学科。

（二）机构职能。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始建于 1967 年，是集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社区为一体的国家三级乙等

综合医院，省政府确立的攀西职业病防治中心、攀西医养康

复示范中心。医院编制床位 1006 张。

（三）人员概况。

年末在职职工 607 人（其中卫技人员 544 人）,离休 1

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人 155 人（正高 45 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0 年财政补助收入 2173.0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 829.93 万元，占 3.9%；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收入 1343.14 万元，占 6.31%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0 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 2154.36 万元，其中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 18.71 万元。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我院成立了预算管理委员会，制定预算编制管理制度、

预算执行管理制度、预算分析管理制度、预算考核管理制度

等，年初制定了推进我院高质量发展的部门绩效目标，为了

实现绩效目标，以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提升服务能力为抓手

着力推进“三甲”创建工作，结合学科建设规划，加大医疗

设备投入。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控制支出，开展预算事



中绩效监控，预算动态调整，对预算执行进度进行分析，我

院 2020 年预算完成情况良好。

（二）结果应用情况。

高度重视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工作，绩效自评报告向社

会公开，充分发挥绩效评价以评促管、促效能，积极探索和

建立一套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多渠道应用评价结果的有效机

制，努力提高绩效意识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通过项目的实施，医疗技术得到提高，满足了周边群众

的就医需求，我院 2020 年新增省级重点学科在建科室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市级重点学科新增老年医学中心、泌尿科。

项目按医院业务发展，有预算、有计划执行，资金安排符合

我院发展的实际需求。

（二）存在问题。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医院门诊、住院患者均有所下

降，医院业务收入也相应下滑，而医院在疫情防控方面新增

加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导致业务支出不降反升

情况，医院的资金压力巨大，需进一步解决资金问题，确保

医院业务正常开展。

（三）改进建议。

加强医院内涵建设，以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提升服务能

力为抓手着力推进“三甲”创建工作，结合学科建设规划，

加大医疗设备投入；强化攀西职业病防治高地建设，充分发



挥攀西职防中心的引领和指导作用，打造成为川西南、滇西

北职业病防治高地；做特“康养+医疗”产业，推进攀西医

养康复示范中心建设；加强学科建设，以“高、精、尖、优、

特”为重点，着力推进“树名医、建名科、创名院”建设。

附件 2

“公立医院改革”项目
2020 年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该项目在主管部门市卫健委的领导下，建立以人为本、

以健康为中心的整合型服务体系，发挥公立医院在整合型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当中的领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围绕重大疾病

的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加强公立医院防治

能力建设；强化公立医院的内部管理，尤其是要强化公立医

院全面质量管理、成本控制制度设计和现代医院管理相关政

策措施的落地，推动公立医院的集约式发展，用好每一分钱。

2.攀府发〔2015〕21 号明确规定自 2015年 10月 1日起，

所有城市公立医院同步实施取消药品加成工作，除中药饮片

外的所有药品均实行零差率销售。公立医院因取消药品加成

而减少的合理收入通过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并纳入医保



报销补偿 80%，财政投入补偿 10%，医院通过加强管理、

控制成本自行消化 10%。当前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持续推

进，分级诊疗工作不断深化，医院危急重症患者占比上升，

相应的危急重症救治所需卫生材料、药品等费用增加，药品

零加成、耗材零加成、医保 DRGs付费等压力下，为减少医

院损失，保障医院正常运营，亟需财政投入补偿。

3.为规范和加强卫生事业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我院制定了《卫生事业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专项资金严格按照统筹规划、科学立项、统一分配、分级管

理、专款专用、跟踪问效的原则进行管理。

4.资金分配的原则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的使用用途，使用

科室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经院长办公会及党委会通过后实施。

（二）项目绩效目标。

1．公立医疗综合改革资金主要用于医联体建设、改善医疗服

务、人事薪酬制度改革、药品耗材改革、信息化建设等方面。

2．稳步推进我院高质量发展工作，以开展新技术新项

目，提升服务能力为抓手着力推进“三甲”创建工作，结合

学科建设规划，加大医疗设备投入；强化攀西职业病防治高

地建设，充分发挥攀西职防中心的引领和指导作用，打造成

为川西南、滇西北职业病防治高地；做特“康养+医疗”产

业，推进攀西医养康复示范中心建设；加强学科建设，以“高、

精、尖、优、特”为重点，着力推进“树名医、建名科、创

名院”建设；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



3．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医院成立以医教科、护理部、门诊办公室、设备科、总

务科、财务科等职能科室组成的自评小组，严格对照项目实

施方案进行效果评价。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我院申报公立医院改革市级财政资金 280 万元，财政批

复 252 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可用表格形式反映）。

1．资金计划。

市级财政资金及中央资金不足部分，用自有资金完成。

2．资金到位。

市级财政资金到位 252 万元。

3．资金使用。

公立医院改革市级财政资金 252 万元，用于药品、卫生

材料采购 200 万元，信息化建设 52 万元，医联体建设 15 万

元，改善医疗服务 5 万元，人事薪酬制度改革 3 万元，药品

耗材改革 25 万元，信息化建设 5 万元，资金不足部分使用

自有资金支付。资金支付范围、支付标准、支付进度、支付

依据等合规合法与预算相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我院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



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管理情况。

各项目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项目管理制度等，如招

投标、政府采购、项目公示制等相关规定。

（二）项目监管情况。

及时向主管部门报送项目执行进度及实现的效果等。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为提升医联体服务能力，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我院

利用项目资金引进了数字乳腺 X 射线摄影系统，该设备对乳

腺疾病的诊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大大提高了辖区内乳腺疾

病诊断正确性；为进一步落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有关要求，建立“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便

民服务体系，切实为无偿献血者提供优质服务，我院利用该

项目资金完善了“用血直免”系统；为不断完善我院薪酬制

度改革，选派了人员参加事业单位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

相关培训班的学习；为提高网络与信息安全水平，根据国家

《网络安全法》和《四川省卫生健康行业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工作实施方案》，我院用项目资金开展了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测评工作。

（二）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公立医院改革”项目资金的使用，经济效益上实



现了收支平衡目标，社会效益上满足了患者需求，确保了医

院正常运营，得到了可持续发展，患者满意度得到了极大提

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公立医院改革资金的使用，确保了医院正常运营，满足

了广大就医患者的需求，医院实现了收支平衡，对于公立医

院发挥公益性和可持续性起到了良好作用。

（二）存在的问题。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医院门诊、住院患者均有所下

降，医院业务收入也相应下滑，而医院在疫情防控方面新增

加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导致业务支出不降反升

情况，医院的资金压力巨大，需进一步解决资金问题，确保

医院业务正常开展。。

（三）相关建议。

加强医院内涵建设，提升影响力，更好地服务人民，提

高患者满意度，同时财政加大对公立医院投入。



第五部分 附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表

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此表

无数据）

十一、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十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此

表无数据）

十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此表无

数据）



十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此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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