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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2021年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省医院职能简介。省医院是四川省人民政府集医

学科学研究、临床医疗等于一体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是全省

医学科学研究和临床医疗技术指导中心。在四川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领导下，具体实施“研、医、教、产”等相关职能，更

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省医院 2021 年重点工作。坚决做好疫情防控，

聚焦重点环节和重点时段，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措施，强化“人物”同防和多病共防。持续推动医院发展，

以“创新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开展建院 80 周年系

列学术活动，稳步提升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排名。大幅提

升信息化水平，建设“智慧医院”。加快学科人才建设，开

展“学科建设年”活动，构建浣花名家、浣花精英、浣花骨

干三大人才梯队，铸强干部队伍。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坚持

以病人为中心，加强医疗质控，提升技术水准，改善服务品

质。夯实科研教学基础，鼓励项目申报、推动成果转化、提

高科研产出、做实教育培训。提升综合保障能力，全面提升

成本效益管控及后勤保障能力，全面强化医院行政管理、医保

资金管理及安全生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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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省医院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单

位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上年结转；支出包括：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其他支出。省医

院 2021 年收支总预算 748446.76 万元,比 2020 年收支预算

总数增加 45634.37 万元，主要原因是：中央提前下达 2021

年基本公共卫生资金、2021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资

金、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等编入年初单位预算；新增非财

政拨款基建、专用设备购置资金。 

（一）收入预算情况 

省医院 2021 年收入预算 748446.76 万元，其中：上年

结转 27426.79 万元，占 3.66%；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3824.65 万元，占 3.18%；事业收入 584215.17 万元，占

78.07%；其他收入 11032.80 万元，占 1.47%，用事业基金弥

补收支差额 101947.35 万元，占 13.62%。  

（二）支出预算情况 

省医院 2021 年支出预算 748446.76 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291404.24 万元，占 38.93%；项目支出 457042.52 万元，

占 61.07%。 

三、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省医院 2021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45891.99 万元,比

2020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增加 5226.89 万元，主要原因是



- 3 - 

上年结转预算增加。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3824.65万元、

上年结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2067.34 万元万元；支出

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0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4653.03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16.92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38955.82 万元、其他支出 16.22万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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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医院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23824.65 万元，

比 2020 年预算数减少 4270.31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0 年一

次性安排四川省老年病医学中心建设项目资金 10000 万元，

该项目 2021 年未安排；中央提前下达 2021 年基本公共卫生

资金、2021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资金、省级科技计划

项目资金、上年未执行完毕本年继续实施项目等 5000 余万

元编入 2021 年年初单位预算。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0 万元，占 0.21%；科学技术支出

1210 万元，占 5.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16.92 万元，

占 9.30%；卫生健康支出 20347.73 万元，占 85.41%。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组织事务（款）一般行政管

理事务（项）2021 年预算数为 50 万元，用于天府英才工程

（千人计划）项目实施。 

2.科学技术支出（类）基础研究（款）专项基础科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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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预算数为 220 万元，主要用于 CZC-54252 克服新一代

抗 NSCLC 靶向药物奥希替尼耐药的药效学和作用机制研究、

转录因子 FOXF1在经典型甲状腺乳头状癌(CPTC)中作为多个

抑癌基因转录启动总开关的研究等 16个 2021年第一批省级

科技计划项目，开展科学技术专项基础研究工作，促进临床

诊疗水平提升。 

3.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重大项目（款）重点研发计

划（项）2021 年预算数为 740 万元，主要用于面向医学影像

的多病症人工智能诊断应用平台、基因编辑猪到猴胰岛、肺

脏、皮肤移植临床前关键技术研究等 17 个 2021 年第一批省

级科技计划项目，开展重点研发工作，掌握疾病致病机制，

探索有效预防和治疗手段。 

4.科学技术支出（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科

学技术支出（项）2021 年预算数为 250 万元，主要用于重大

传染病病原体核酸高通量快速检测和质量控制关键技术研

究及产业化、后疫情时期成都地区基层全科队伍能力建设等

9 个 2021 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开展科研工作，有效

提高我院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2021 年预算数为 257.43 万元，

用于离休人员离休费。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1 年预

算数为 1306.33 万元，用于缴纳 2021 年单位承担的基本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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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1 年预算数

653.16 万元，用于缴纳 2021 年单位承担的职业年金。 

8.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综合医院（项）

2021 年预算数 15193.40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医疗设备、补

助取消药品加成等支出。 

9.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2021 年预算数 278 万元，主要用于中央下达的卫生

应急处置及队伍运维、健康素养促进与卫生健康宣传、麻风

病监测、全国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测等基本公共卫生项

目，开展公共卫生工作。 

10.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重大公共卫生

服务（项）2021 年预算数 339.06 万元，主要用于中央下达

的艾滋病、包虫病、慢病监测与综合防控等重大传染病防控

项目，提升重大传染病提前干预和治疗能力。 

11.卫生健康支出（类）其他卫生健康支出（款）其他

卫生健康支出（项）2021 年预算数 4537.27 万元，主要用于

规范化培训学员补助、公共检测实验室建设等医疗服务与保

障能力提升项目。 

五、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省医院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2223.46 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 2223.46 万元，主要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离休费和其他对个人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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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补助支出。 

六、“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省医院 2021 年没有使用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

算。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省医院 2021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

出。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省医院 2021 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

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省医院为事业单位，按规定未使用机关运行的相关科

目。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1 年，省医院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113741.46 万元，主

要用于采购办公设备、专用设备、信息化建设及运行维护、

物业管理费、委托服务、设施设备维修、大型修缮等。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底，省医院共有财政拨款购买车辆 0 辆，

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0 辆、定向保障用车 0 辆、执法

执勤用车 0辆。单位价值 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157台（套）。 

2021 年单位预算安排车辆购置经费 120 万元，购置业务

用车 4 辆。其中，财政拨款预算安排 0 万元，非财政拨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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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120 万元；安排大型设备购置经费 14910 万元，购置医疗

设备、科研设备等大型设备 32 台（套）。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绩效目标是预算编制的前提和基础，2021 年省医院 100

万元及以上项目按要求编制了绩效目标,从项目完成、项目

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效指标，综合反映项目预期完

成的数量、成本、时效、质量，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情况。 

十、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中央和省级财政当年

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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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

当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

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

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

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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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重大项目（款）重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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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计划（项）：指用于科研重点研发计划的有关经费支出。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

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机

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费支出。 

（八）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综合医院（项）：

指省卫生健康委所属综合性医院开展医疗业务活动等方面

支出。 

（九）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是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重大公共卫

生服务（项）：指重大疾病、重大传染病预防控制等重大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支出。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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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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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表 1.单位收支总表 

      表 1-1.单位收入总表 

      表 1-2.单位支出总表 

表 2.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表 2-1.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表 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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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表 3-2.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表 3-3.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表 4.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 4-1.政府性基金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表 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 6.2021 年省级单位预算项目绩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