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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2021 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 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基本职能及重点工作： 

（一）基本职能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是一所集医疗、科研、教学、急救、保

健、康复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近年来围绕建设四川省内

知名三甲优质医院的愿景，医院持续强质量、强内涵，着力发展

成为成都城东地区医疗中心。现为西南医科大学、遵义医学院、

川北医学院、成都医学院等多所医科大学的教学基地及硕士联合

培养点。现有职工 1602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483 人，博士、

硕士 200 余人；高级技术职称 221 人，中级职称 545 人。目前拥

有省、市级重点学(专)科 10 个（省级：肝胆外科、神经内科、检

验科；市级：检验科、全科医学科、心血管内科、肾病内科，呼

吸内科，肿瘤科、护理学），医学中心 2 个（成都市眼科中心、成

都市全科医学中心），市、区级质量控制中心 15 个。 

秉持“仁爱、卓越、奉献、创新”的核心价值观，医院始终

遵循“关爱生命，患者至上”的服务理念，在“以员工为核心、

以患者为中心”的“两心”文化引领下，医院坚持高质量发展，

不断提升医疗服务品质，为健康成都建设和人民群众健康保驾护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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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 年重点工作 

2021 年，医院将结合“十四五”发展规划，认真贯彻落实相关

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为“十四五”

发展打好开局。 

1.持续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坚持以党的建设全面引

领医院发展，将党建工作与医院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

实，积极创新党建业务联动方式，多措并举推进医院全面发展。 

2.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抓实、

做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将

疫情防控与业务发展同抓好，共筑牢。 

3.持续推进两院区深度融合。以院区间“一体化管理、差异化

发展、同质化服务”为目标， 修订、完善相关制度，加速推进全

面深度融合。 

4.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能力。鼓励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切实

提升疑难危重救治能力和服务水平，大力推进医院胸痛中心、创

伤中心、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

工作。 

5.扎实推动项目建设。按计划推进金牛院区建设项目，2021

年底地下室正负零封顶。同时推进沙河院区感染病房建设相关工

作。 

6.稳步推进学科建设。完善学科建设管理相关制度， 组织开

展学科评估，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进一步提升学科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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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着力提升科研内涵。强化科研氛围，积极组织申报国家、

省、市各级科研课题；推进各学科科研成果鉴定以及各级科研奖

项申报。 

8.加强人才制度体系建设。完善党管人才制度体系建设，成

立医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及人力资源专家委员会，对医院人才工

作和人才队伍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完善人才工作分配激励机制、

人才评价机制，抓好人才工作规划的落实。 

9.推进干部管理能力提升。制定2021年度管理干部培训计划，

对医院干部管理现象进行分析，制定干部培训目标，邀请专家对

医院干部队伍开展相关培训。 

10.加强智慧医院建设。结合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和行业信息化

特点，设计符合现代医院管理规范、支撑医院发展战略和医疗架

构的信息化应用模式与架构，完成基础设施架构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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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2021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2432.55 万元。收入包括：一般

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收入 1911.14 万元、上年结转 521.41 万元；支

出包括：教育支出 3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22.33 万元、卫生健康

支出 2057.22 万元、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350 万元。 

二、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1911.14

万元，比 2020 年预算数 4674.37 万元减少 2763.23 万元，下降

59.11%，变动的主要原因：一是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包括

医院东虹院区改扩建项目拨款 1000 万元，金牛（泉水）院区新建

项目拨款 1000 万元；二是 2021 年取消了区域卫生计生专网运行

维护项目、药品管理成本补偿项目拨款；三是对口支援、重点学

科发展等项目 2021 年拨款有所压缩。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教育支出 3 万元，占 0.12%；科学技术支出 22.33 万元，占

0.92%；卫生健康支出 2057.22 万元，占 84.57%；抗疫特别国债

安排的支出 350 万元，占 14.39%。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综合医院（项）预

算数为 1111.56 万元，比 2020 年预算数 3825.64 万元减少 2714.08

万元，下降 70.94%，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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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包括医院东虹院区改扩建项目拨款 1000 万元，金牛（泉水）院

区新建项目拨款 1000 万元； 2021 年取消了区域卫生计生专网运

行维护项目、药品管理成本补偿项目拨款；基本支出拨款 2021

年拨款有所压缩。主要用于在编人员工资支出、办公费、培训费、

物业管理费、其他商品服务支出、设备购置等。 

2、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其他公立医院支出

（项）预算数为 705.92 万元，比 2020 年预算数 761.92 万元减少

56 万元，下降 7.35%，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对口支援、重点学科建

设经费预算有所压缩。主要用于卫生材料购置、其他商品和服务

支出等。 

3、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项）预算数为 83.66 万元，比 2020 年预算数增加 83.66 万元，

增长 100%，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增加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一般公共预算。主要用于医院加强重大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建设

等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卫生健康支出（类）中医药（款）其他中医药支出（项）

预算数为 10 万元，比 2020 年预算数 13 万元减少 3 万元，下降

23.08%，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振兴中医及中医学科带头人项目经费

预算有所压缩。主要用于中医学科人员培训费、设备购置、其他

商品服务支出。 

三、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778.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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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人员经费 778.9 万元，主要包括在编人员的基本工资

补助支出。 

四、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21 年预算安排 0 万元，与 2020 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接待费 

2021 年预算安排 0 万元，与 2020 年预算持平。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核定车编 22 辆，目前实际车辆保有量

为 21 辆。2021 年预算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0 万元，

与 2020 年预算持平。 

2021 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0万元，拟新购公务用车 0辆。

2021 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 万元。 

五、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及变化情况的说明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2021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安排的支出。 

六、2021 年预算收支及变化情况的总体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所有收入和支出

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上年结转、其他非财政拨款结余；支出包

括：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

支出、住房保障支出。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2021 年收支总预算



11 
 

92507.61万元，比 2020年预算数 86829.34万元增加 5678.27万元，

增长 6.54%，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医院 2021 年增加金牛（泉水）院

区建设项目资金预算 7000 万元。 

七、2021 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2021 年收入预算 92507.61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911.14 万元，占 2.07%；事业收入 69440

万元，占 75.06%；其他收入 680 万元，占 0.74%；其他非财政拨

款结余19955.06万元，占21.57%；上年结转521.41万元，占0.56%。 

八、2021 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部门预算本年支出总计 92507.61 万元，其中：教育支

出预算 3万元，占 0.003%；科学技术支出预算 22.3万元，占 0.02%；

社会保障和就业 3075.94 万元，占 3.327%；卫生健康支出 87356.34

万元，占 94.43%；住房保障支出 1700 万元，占 1.84%；抗疫特

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350 万元，占 0.38%。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2021 年履行一般行政管理职能、维持

机关日常运转而开支的机关运行经费，合计 0 万元。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1 年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8748.19 万

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6540.13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441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1767.0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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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2021 年，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共有车辆 21 辆，其中，一般

公务用车 8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处 13 辆。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

大型设备 20 台（套）。 

2021 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购置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

上大型设备 3 台（套）。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1 年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5 个，

涉及预算 7265.4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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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2021 年部门预算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医院从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的

各类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指医院开展医疗服务活动、科研教学及其辅助活

动所取得的收入 

其他收入：指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

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其他非财政拨款结余：指历年滚存的非限定用途的非统计财

政拨款结余资金。 

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综合医院（项）：指卫

生健康、中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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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其他公立医院支出（项）：

指其他用于公立医院方面的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重大公共卫生专项（项）：

指用于重大疾病预防控制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类）中医药（款）其他中医药支出（项）：

指除中医（民族医）药专项支出以外的其他中医药支出。 

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

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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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曰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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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资金：指由市级财政性资金安排，用于支持经济社会发

展、实现特定政策目标或者完成重大工作任务，在一定时期内具

有专门用途的资金。不包括用于满足部门履行职能和自身特殊事

项需要的专项业务费。 

上缴上级支出：指附属单位上缴上级的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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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医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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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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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运行经费：指市卫健委部门所有单位（含二级事业单位）

用当年财政拨款安排的公用经费金额（包含所有单位的公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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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政（参公）单位的运转类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

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护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

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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