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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概况

一、职能简介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始建于 1948 年 5 月，前身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7 医院、第三军医大学成都军医学院附

属医院，2004年 8月随成都医学院由军队整体移交四川省。

现为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的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

急救、预防、保健和康复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主要

承担以下职能：

1.贯彻落实新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公益

性，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推动医院各方面工作健康发展。

2.为人民群众提供医疗保健、疾病预防、健康教育、健

康科普等医疗和一定的公共卫生服务。

3.承担院校医学教育、毕业后医学教育（含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不断提

升医学人才能力素质和工作水平。

4.开展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研究，推动医学科技成果转

化。

5.开展对外技术交流和国际合作。

6.承担重大活动医疗保障任务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

生救助工作。



7.与相关医疗机构组成医联体或医共体，推动形成基层

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

9.承担上级党委和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23 年重点工作

2023年医院工作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决策部署，按照学校第二次党代会提

出的两个阶段发展的总体要求，扎实推进医院“十四五”发

展规划，以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目标，以三级公立医院

绩效考核和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指数为指引，补短板强弱

项，全面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8.开展对口帮扶、送医下乡等健康扶贫和志愿者服务工

作。

。

1.全面加强党组织建设。持续推进公立医院党建《意见》

和《实施办法》各项要求，全面加强党委班子思想政治建设

和能力建设。聚焦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基层党组

织规范化建设,落实完善各项制度。

2.创新党建工作方法。加强党员干部关于公立医院党建

工作内涵的教育培训，深刻认识党建工作，明确党建工作任

务，有的放矢的创新党建活动方式，让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高度融合，推动党建工作取得实效。

3.抓好党务干部与党员队伍建设。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建工作部署要求，加强党务干部和党员

队伍建设，规范力量配备，健全培育机制，做好管理考核，



多种形式培养党支部书记与时俱进的思想与政治能力。采取

个人自学、书记领学、交流互学、研讨促学等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形式抓好全院党员二十大精神的学习教育工作。

4.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

持续优化干部培养体系，开展多形式、分类别、全覆盖的干

部教育培训，提高干部政治素养、履职能力、服务本领。不

断拓宽年轻干部培养渠道，促进优秀年轻干部快速成长。多

措并举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为医院发展引入鲜活力量。

5.强化宣传力度，打造医院形象品牌。以部门人才队伍

建设为核心，以意识形态工作为主线，医院形象品牌打造为

核心，研究明晰部门职能的工作方向和工作思路，进一步梳

理完善各项工作制度，立足医院实际情况、科室具体需求与

当前部门实际能力，探索明晰各项工作具体措施，努力推动

意识形态工作落地、宣传工作载体创新、统战工作有效开展、

文化建设工作思路清晰，全力推动宣传统战工作的内涵式开

展。

6.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增强对领导

班子和各级“一把手”的监督实效，从严从实强化对年轻干

部教育管理监督；充分整合各种监督力量，紧盯权力运行各

个环节，规范医院廉政风险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的常态化监

督管理，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加强党性教



育、政德教育、警示教育和家风教育，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

建设，构建清廉医院政治生态。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开

展经常性纪律教育，严格执行党的各项规章制度，综合运用

“四种形态”，严肃精准追责问责。坚定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持续纠治“四风”问题，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

为。坚持“严”的主基调，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持续

形成“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的导向，完善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

7.加强工会建设，提升服务质量。持续加强工会各专门

委员会的规范化运行和职代会提案的管理工作，做好新一届

职工代表大会代表、骨干及各委员会委员履职能力培训工

作，拓宽职工代表参与民主管理的渠道和形式，立足科室实

际，调整工会的组织架构，多渠道开展关爱计划，完善职工

之家的配套设施，建立有效的沟通支持平台，广泛开展教职

工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不断提升教职工满意度。

8.加快推进新院区项目立项工作。以 2023年 6月前完成

立项为阶段性目标、2024年开工为总体目标，加快推进立项

各项工作。进行文勘、地勘、环评、交评、节能评价、水土

保持、安全评价等工作，同步推动选址意见书和用地预审编

制、可研报告编制工作，加快推进立项前期准备工作。

9.积极筹措新院区建设项目资金。结合医院运营承载能

力、内部财评报告进一步研判确定专项债份额，积极与新都

区财政局债券科对接推进专项债的申报，争取 2023年 10月

前进入专项债项目库，尽快完成相关材料的申报入库。同时



积极向省卫健委、省发改委、省财政厅、成都市政府等上级

部门争取最大份额的纵向资金，努力实现新院区建设的资金

筹措。

10.加快开展新院区方案设计工作。确定医院总体规划、

总体布局，优化和细化一期建设的医疗流程和整体布局，按

照建设相关流程开展新院区总体方案和初步方案设计，力争

2023 年 6 月底前完成新院区总体方案设计，2023 年 9 月底

前完成初步方案设计及财政投资评审。

11.推动新院区净地交付等进度。加强与新都区规自局、

住建局、新都街道等地方政府及部门的协调，力争 2023年 6

月实现新院区净地交付。加强与新都区经信局的协调，力争

2023年 9月底前完成院区内高压线迁改。加强与新都区文体

局的协调，力争 2023年 4月前完成文勘和地勘工作。

1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修订人才引进管理办法，进一步

完善人才引进评价体系，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助推医

院学科发展。加强和规范培训工作，分类分层组织开展人员

培训，不断提高员工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完善职称评聘管

理办法，畅通员工晋升道路。

13.强化专科内涵建设。扎实有序推进已立项省级临床重

点专科项目建设，持续开展人员培养与技术建设，切实提高

专科病种诊疗能力，提升专科医疗技术水平。力争 2023 年

新立项 1-2项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以省级临床重点

专科为平台，做好四川省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筹备工作，争取

五年内申报 1-2项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项目。



14.巩固提升医疗质量安全。修订并细化医疗质量与安全

考核指标，进一步完善院科质量管理体系，每月组织督查、

考核、反馈、整改，并将督查结果纳入科室月度绩效考核，

巩固落实十八项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持续规范临床路径

管理，加强单病种重点指标质量控制。加强病案首页管理，

持续提高病案首页质量。加强临床用血管理，保障临床用血

安全。

15.持续提升护理质量。严格执行护理质量三级管理体

系，开展“查对制度落实”“护理文书质量”专项整改，强

化护理质量控制。纵深推进优质护理，实施责任制整体护理，

优质护理病房及健康教育覆盖率均达 100%。探索延续护理

服务模式，出院患者回访率超过 60%。稳步推进护理专科及

特色门诊建设，深入开展糖尿病、伤口造口护理等 5个护理

小组工作，提高护士专业技术水平。深化“医护-治护一体化”

建设，持续推行加速康复护理。

16.大力提高医疗救治水平。强化呼吸、心内、重症、急

诊等专科建设，全力做好新冠肺炎患者医疗救治。持续加强

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和创伤中心建设，加快推进危重儿童和

新生儿救治中心、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建设，提升急诊急救

水平。

17.突出患者需求导向。创建综合服务中心，为患者提供

包括预约门诊挂号、预约特殊检查、预约住院、病历复印、

病情证明盖章、咨询、分诊等服务。持续推进电梯、叫号系

统安装，力争在 3月底投入使用，有效改善患者就医感受。



加大健康教育和宣传力度，强化患者人文关怀，构建和谐医

患关系。实施“便利老年人日常就医”行动，深化老年友善

医院内涵。

18.创新医疗服务模式。大力推行日间手术，提高日间手

术占择期手术的比例,制定日间手术奖励措施，力争日间手术

量达到 200台以上。以肿瘤性疾病为重点，关注肺癌、胃癌、

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 5个病种，推进肿瘤多学科诊疗，

提高肿瘤患者诊疗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提升肿瘤患者诊

疗效果。加强药学门诊建设，提供精准用药服务。

19.加强医疗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智慧医院建设，完善

新微信号公众号、线上就诊、自助开单预约检查、慢病管理

系统，力争在 6月底完成试运行测试和运行。加快推进互联

网医院建设，提供“网上问诊、电子处方、在线结算、送药

到家”闭环服务。

20.深化学科内涵建设。加强临床医学科学学位授权点、

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抓好国家级一

流专业建设、省级一流专业建设，强化专业内涵建设，提升

本科教育教学水平。以重点专业基地建设为抓手，加强住培

基地建设，完善基地管理体制，持续规范培养过程，提高培

养质量。完善教学质量控制体系，理顺教学质控机制，理清

各层级教学质量控制重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教师队

伍结构。整合院内培训资源，开展继续教育和社会培训。

21.强化学生管理服务。强化学生思政教育，加强优良学

风建设，抓好学生行为和习惯养成教育。做实做细就业指导



服务，持续做好考研、规培、就业的指导，不断提升毕业生

就业工作质量。加强学生安全教育，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改

工作。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状态，对异常的学生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处理。抓好学生信息员队伍建设，密切关注、及

时把握学生思想动态，谨防舆情发生。

22.加强科研服务与管理。加快推进科研创新平台建设，

搭建多学科共享实验平台，提升实验中心服务能力。推进多

中心、区域性生物样本库及临床科研大数据平台建设。深挖

科研潜力，切实提升科研项目奖项申报的数量与质量。加强

院校合作、院外合作、院企合作，搭建科研成果转化平台，

力争实现科技成果转化“零”的突破。持续不断加强科研作

风学风、学术道德教育，严肃查处购买论文、学术造假等科

研失信违规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加大医学伦理

建设，强化医学伦理研究和审查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23.优化运营管理模式。推动医疗、教学、科研等业务系

统和人、财、物等资源系统融合贯通，建立健全医院运营管

理决策支持系统，建立资源分类配置标准。以运营指标为考

核重点，推动医院运营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开

展科室门诊服务能力调研及病种分析，筛选门诊中的常见多

发病种开展“以门诊优势病种运营为抓手，做大门诊”的门

诊特殊服务。做好人员配置、空间配置分析，提升运营效率。

24.加强全面预算管理。深入开展公立医院经济管理年活

动，强化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理念，重点推进预算绩效目

标管理，促进实现以目标为导向、指标为载体、方案为路径、



资源为保障的预算编制、审核、管控模式。细化“分职能、

分步骤、分类别”的编制原则，提升预算编制科学合理性。

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线上管控，强化经费使用对预算来源的准

确匹配与预算执行效率的及时反馈，积极推进经费预算与资

产配置、政府采购、经济合同及收支管理有效衔接。全面落

实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从源头上促进预算管理与成本核算、

绩效管理融合，优化医院资源配置。

25.强化内部控制管理。加强医院内部控制建设，完善相

关管理制度及措施，以业务管理和经济管理的重大风险、重

大事件、重要流程为重点，有序开展风险评估和内部控制评

价，防范财务风险、业务风险、法律风险和廉政风险。持续

完善内审工作机制，健全内部审计制度，规范内部审计工作。

建立健全协同工作机制，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在问题线索、

调查取证、信息共享、结果运用等方面形成合力。持续开展

年报及收支审计、合同专项审计等。组织开展审计整改，提

升整改质效，推动审计成果运用。

26.提高后勤管理精细化水平。优化后勤服务流程，做好

日常维修保障和基础设施改造，强化服务临床医疗工作能

力。加强医学装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做好药品、耗材等物资

供应保障。持续实施节能减排工作，做好食堂、水、电、气、

通信等各项保障工作。着力改善院区环境，打造优美洁净院

区。加强档案管理，强化档案室标准化建设，逐步实现全院

档案规范归档。

27.加强医联体建设。整合成都医学院各附属医院资源，



构建以临床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为牵头单位的附属医院医

疗集团。深化与彭州分院、名山分院、中江医院合作，持续

推动与广汉市中医医院、青白江区中医医院托管合作项目，

有效拓展医联体覆盖范围与合作深度。大力推进跨区域专科

联盟建设，加强远程医疗协作网建设。

28.持续医院等级评审整改。根据医院等级评审整改工作

方案，严格按照《复评整改工作任务分解表》，开展等级评

审整改工作，分级负责、加强督查，按期完成整改工作。将

整改结果制度化，提高整改工作质效，推动医院标准化管理。



第二部分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023年单位预算表



表1

单位收支总表

单位：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金额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653.74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国防支出

四、事业收入 122,817.21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教育支出 52.76

六、其他收入 1,400.00 六、科学技术支出 271.44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04.28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124,650.19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十三、农林水支出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2,960.95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十三、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四、其他支出

二十五、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六、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二十八、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128,870.95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30,439.61

八、上年结转 1,568.66

收  入  总  计 130,439.61 支  出  总  计 130,439.61



表1-1

单位收入总表

单位：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合计 上年结转
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
金预算拨
款收入

国有
资本
经营
预算
拨款
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
单位
经营
收入 

其他收入
上级
补助
收入

附属
单位
上缴
收入

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

收入
单位代

码
单位名称（科目）

合    计 130,439.61 1,568.66 4,653.74 122,817.21 1,400.00

352945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30,439.61 1,568.66 4,653.74 122,817.21 1,400.00



表1-2

单位支出总表  

单位：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类 款 项

合    计 130,439.61 56,033.92 74,405.70

205 08 03 352945 培训支出 52.76 52.76

206 02 06 352945 专项基础科研 174.27 174.27

206 09 02 352945 重点研发计划 67.15 67.15

206 99 99 352945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30.02 30.02

208 05 05 35294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669.52 1,669.52

208 05 06 352945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834.76 834.76

210 02 01 352945 综合医院 121,660.30 50,515.93 71,144.37

210 04 10 35294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 1,408.91 1,408.91

210 99 99 352945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580.97 1,580.97

221 02 01 352945 住房公积金 2,960.95 2,960.95



表2  

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金额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本年收入 4,653.74 一、本年支出 5,622.40 5,622.40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653.74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外交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国防支出

一、上年结转 968.66  公共安全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968.66  教育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科学技术支出 271.44 271.4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69.58 1,669.58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3,681.38 3,681.38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金融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其他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表2-1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部门经济分类科目）
单位：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总计

省级当年财政拨款安排 中央提前通知专项转移支付等 上年结转安排

科目编码

单位代
码

单位名称（科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
金安排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安排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

安排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安排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

安排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安排

上年应返还额度
结转

类 款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
计

基
本
支
出

项
目
支
出

小
计

基
本
支
出

项
目
支
出

小计

基
本
支
出

项目支
出

小
计

基
本
支
出

项
目
支
出

小
计

基
本
支
出

项
目
支
出

小计
基本
支出

项目支
出

小
计

基
本
支
出

项
目
支
出

小
计

基
本
支
出

项
目
支
出

小
计

基
本
支
出

项目支
出

合    计 5,622.40 3,869.99 3,869.99 1,669.58 2,200.41 783.75 783.75 783.75 968.66 968.66 968.66

301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669.58 1,669.58 1,669.58 1,669.58

30108 301 08 35294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

1,169.58 1,169.58 1,169.58 1,169.58

30109 301 09 352945  职业年金缴费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302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533.36 780.95 780.95 780.95 783.75 783.75 783.75 968.66 968.66 968.66

30218 302 18 352945  专用材料费 673.88 666.00 666.00 666.00 7.88 7.88 7.88

30299 302 99 352945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859.48 114.95 114.95 114.95 783.75 783.75 783.75 960.78 960.78 960.78

3029909 302 99 352945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859.48 114.95 114.95 114.95 783.75 783.75 783.75 960.78 960.78 960.78

310 310 资本性支出 1,419.46 1,419.46 1,419.46 1,419.46

31003 310 03 352945  专用设备购置 1,419.46 1,419.46 1,419.46 1,419.46



表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合计 当年财政拨款安排 上年结转安排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类 款 项

合    计 5,622.40 4,653.74 968.66

科学技术支出 271.44 100.00 171.44

 基础研究 174.27 40.00 134.27

206 02 06   专项基础科研 174.27 40.00 134.27

 科技重大项目 67.15 40.00 27.15

206 09 02   重点研发计划 67.15 40.00 27.15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30.02 20.00 10.02

206 99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30.02 20.00 10.0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69.58 1,669.58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669.58 1,669.58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169.58 1,169.58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500.00 500.00

卫生健康支出 3,681.38 2,884.16 797.22

 公立医院 691.50 691.50

210 02 01   综合医院 691.50 691.50

 公共卫生 1,408.91 1,408.91

210 04 10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 1,408.91 1,408.91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580.97 783.75 797.22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580.97 783.75 797.22



表3-1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单位：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合    计 1,669.58 1,669.58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669.58 1,669.58

301 08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169.58 1,169.58

301 09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0.00 500.00



表3-2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单位：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金额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金额

类 款 项

合    计 3,952.82

专项基础科研 174.27

206 02 06 352945  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 7.88

206 02 06 352945  2021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13.38

206 02 06 352945  川财教（2022）59号-2022年第二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 113.00

206 02 06 352945  2023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 40.00

重点研发计划 67.15

206 09 02 352945  2021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27.15

206 09 02 352945  2023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 40.00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30.02

206 99 99 352945  中央财政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 0.96

206 99 99 352945  川财教[2022]19号2022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9.07

206 99 99 352945  2023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 20.00

综合医院 691.50

210 02 01 352945  单位运转项目(不可细化) 691.50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 1,408.91

210 04 10 352945  继续实施-川财社[2022]128号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省级补助资金 1,408.91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580.97

210 99 99 352945  川财社[2021]138号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 792.47

210 99 99 352945  川财社【2022】12号2022年省级财政卫生健康专项资金（医学科技研
究）

4.75

210 99 99 352945
 川财社（2022）151号提前下达2023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
生健康人才培养）中央补助资金

783.75



表3-3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科目）

当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用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合    计

此表无内容



表4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单位：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    计

此表无内容



表4-1

政府性基金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科目）

当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用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合    计

此表无内容



表5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    计

此表无内容





第三部分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023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以下

简称成医一附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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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年结转；支出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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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医一附院 2023

年收支预算总数 130439.61万元，比 2022年收支预算总数减

少 1257.13万元，主要原因是减少医院专用设备购置。

（一）收入预算情况

成医一附院 2023年收入预算 130439.61万元，其中：上

年结转 1568.66 万元，占 1.2%；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653.74万元，占3.57%；事业收入122817.21万元，占94.16%；

其他收入 1400万元，占 1.07%。

（二）支出预算情况

成医一附院 2023年支出预算 130439.61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56033.91万元，占 42.96%；项目支出 74405.70万元，

占 57.04%。

二、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成医一附院 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 5622.4万元,

比 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增加 1482.94万元，主要原



因是增加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补助资金和科研资金。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653.74万元，

上年结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968.66万元；支出包括：科

学技术支出 271.4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69.58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 3681.38万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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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医一附院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4653.74 万

元，比 2022年预算数增加 1423.61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医

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补助资

金及科研项目资金。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69.58万元，占 35.87%；卫生健

康支出 2884.16万元，占 61.97%；科学技术支出 100万元，

占 2.16%。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科学技术支出（类）基础研究（款）专项基础科研（项）

2023年预算数为 40万元，主要用于科研项目研究。

2.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重大项目（款）重点研发计

划（项）2023年预算数为 40万元，主要用于科研项目研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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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预算数为 20万元，主要用于科研

项目研究。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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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预算数为

1169.58万元，主要用于：缴纳 2023年单位承担的基本养老

保险。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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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预算数为 500

万元，主要用于：缴纳 2023年单位承担的职业年金。

6.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综合医院（项）

2023年预算数为 691.5万元，主要用于：医疗设备购置和取

消药品加成补助。

7. 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突发公共卫生应

急处理（项）2023年预算数为 1408.91万元，主要用于购买

气膜方仓实验室及疫情防控跨地区支援补助。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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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预算数为 783.75万元，主要用于：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万名医生

支援农村工程项目。

四、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成医一附院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669.58 万

元，其中：

人员经费 1669.58万元，主要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支出、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公用经费 0万元。

五、“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成医一附院 2023 年没有使用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



预算。

（一）公务接待费 2022年和 2023年均未使用财政拨款

资金安排。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22年和 2023年均

未使用财政拨款资金安排。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 17 辆（含单位自有资金保障的车

辆），其中：轿车 5辆，旅行车（含商务车）2辆，越野车 0

辆，大型客、货车 4辆，其他车辆 6辆。

2023年财政拨款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拟购置公

务用车 0辆，其中：轿车 0辆，旅行车（含商务车）0辆，

越野车 0辆，大型客、货车 0辆。

2023年财政拨款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万元。

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成医一附院 2023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

的支出。

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成医一附院 2023 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

排的支出。

八、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成医一附院为事业单位，按规定未使用机关运行的相关

科目。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3 年成医一附院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10929.57 万元，



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536.07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946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8447.5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2年底，成医一附院共有车辆 17辆（含单位自

有资金保障的车辆），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0 辆、定

向保障用车 17辆、执法执勤用车 0 辆。单位价值 200 万元

以上大型设备 42台（套）。

2023年单位预算安排车辆购置经费 0万元。其中，财政

拨款预算安排 0万元，非财政拨款安排 0万元。拟购置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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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大型设备购置经费 0万元，购置大型设备 0台（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

2023年成医一附院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14个，涉

及预算 129470.95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 4个，涉及预算

39326.34万元；运转类项目 3个，涉及预算 69632.65万元；

特定目标类项目 7个，涉及预算 20511.96万元。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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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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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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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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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省卫生健康委所属综合性医院其他

用于卫生健康方面的支出。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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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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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公”经费：纳入省级财政预算决算管理的“三

公”经费，是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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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公务接待

（含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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