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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能简介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是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单

位，是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单位性质为财政补助事业单

位。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致力于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

护理保健服务，承担医疗、预防保健、教学、科研、临床实

习任务，并向社会提供服务。

二、2023年重点工作

（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加强党

的建设

持续深入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体现公立医院公益性作用。加强政治建设，围绕医院中

心工作，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实际行动为医院发展建设助

力。

（二）召开中国共产党川北医学院临床医学院·附属医

院第七次代表大会

医院拟定于 2023 年 3 月召开中国共产党川北医学院临

床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拟为 120名，

这是在医院发展建设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

会。根据工作安排将听取和审查中共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第

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审查中共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纪律检

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中共川北医学院临床医学院·附属

医院第七届委员会；选举中共川北医学院临床医学院·附属



医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三）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做好巡察、审计、

以案促改“后半篇文章”

紧紧围绕贯彻落党中央、省委、学校重大决策部署，强

化监督检查。抓实党委主体责任，抓实“一把手”第一责任，

抓实领导班子“一岗双责”，抓实纪委监督专责，加强基层

党组织和科室、部门负责人的监督教育管理。针对学校党委

巡察组巡察、省审计厅审计等巡察、审计发现的问题，督促

压实整改责任，持续抓好巡察整改“后半篇文章”。

（四）大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全力推进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做好提前量、打好主

动仗，合理制定工期计划，优化建设流程，并行开展应急医

学楼、人防医院及创伤中心、停机坪、远程会诊中心等项目

的建设，同步推进医疗及远程医疗协同平台设备的采购。

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和安全，加快推进以现有互联网医院

管理体系为基础的互联网医院建设，进一步探索“互联网+

医疗”“互联网+护理”等模式，促进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建

设线上线下同步推进、一体化发展。

（五）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根据学校“365总体布局”要求，全面推进“一流专业”

“一流课程”“一流教材”建设及"课程思政"。聚焦本科专

业建设，持续强化专业目标、挖掘特色优势、推进综合改革，

继续加强现有省级、国家级一流课程建设，推动现有省级一

流课程、校级一流课程积极申报建设成为国家级、省级一流



课程，不断发挥医学教育教学示范工程的指导作用。推进卓

医班 2.0改革，不断推进和深化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积极

开展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建设工作，力争案例库建设有所突

破。做好临床医学、医学技术博士授予点申报推进工作。

统筹推进医教研协同发展，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坚持内

培外引的原则，加大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提升教师队

伍学历层次，逐渐形成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水平师资队

伍。

今年学校将迎来新一轮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此次审核评

估将对我院教学进行多维度立体全面的评审，要对照指标要

求，细化任务分工，做好专项迎检工作。有序推进护士学校

临江新区校区建设，积极与学校衔接，共同做好临江新区新

校区修建工作，加快新区建设推进力度，以切实增强职业教

育适应性，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做

好新区建设规划。

（六）提升科研能力，力争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省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有新突破

以科研绩效改革为抓手，多措并举提升科研能力和学科

核心竞争力，助力学校学科建设，实现学科排名提升。以群

众健康需求为指引，把创建国家级、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及省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作为提高专科技术水平、提升综合实力和

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在狠抓硬件建设的基础上

突出内涵质量，全力以赴推动优势学科先建设，着力打造重

点专科、优势学科群，有序带动全院学科共同发展。



加大资金、设备、人力资源等各方面支持力度，设置专

项资金用于专科建设、人才培养、人才引进及科研激励，推

进专科建设向以高精尖技术为主导、以重大疑难疾病诊疗为

特色转型。

（七）持续推动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建设

大力推进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放

射与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核心单位、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和有序运行。同时，积极推动各科室对

标分中心建设要求，进一步提升临床诊疗水平、科技创新能

力，不断优化学科发展体系。

（八）加快落实一院多区战略布局

拓展一院多区发展有实质举措，以能力、质量、安全、

效率为核心，加快推进妇女儿童中心建设，一体化推进第二

附属医院建设特色分院区，开展口腔中心、眼科中心、洗消

中心建设的考察、调研、选址等前期工作，实现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与均衡布局，形成“综合+专科”同步推进，打造一

院多区的办医新格局。

（九）深入实施四川省“十四五”医学中心建设

对标省医学中心的职责任务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升重

大疑难危重症的诊断与治疗水平，着力突破示范、推广适宜

有效的高水平诊疗技术，加快实现引领全省医学发展和医疗

服务能力提升的建设目标，形成辐射带动效应。强化高层次

医学人才培养，形成医学学科与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高水

平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不断聚焦医学科技前沿，针对医学



科学领域全局性、关键性、“临门一脚”和“卡脖子”问题，

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建设平急结合的医疗救治协同

网络，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救援能力、承担紧急医学

救援力量储备能力以及区域医用物资储备能力；创新中西医

协同服务新模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模式和路径，打造现代化医院样板。

（十）统筹抓好安全稳定工作，着力构建大安全格局

完善安全防范体系建设，提高安防及应急处置能力，加

强隐患排查整治，清除安全隐患，健全安全管理制度。着力

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和舆

论引导，确保不出现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不出现影响大的负

面舆情，全力维护医院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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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单位收支总表
单位：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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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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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055.85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教育支出 1,513.66

六、其他收入 2,200.00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00.00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413,5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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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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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472.34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419,248.12

八、上年结转 3,775.78

收  入  总  计 419,248.12 支  出  总  计 419,248.12



表1-1

单位收入总表  

单位：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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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248.12 3,775.78 4,216.49 409,055.85 2,200.00

352907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419,248.12 3,775.78 4,216.49 409,055.85 2,200.00



表1-2

单位支出总表
单位：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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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248.12 157,367.58 261,880.54

205 03 02 352907 中等职业教育 569.40 569.40

205 08 03 352907 培训支出 944.26 944.26

208 05 05 352907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540.00 1,540.00

208 05 06 352907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760.00 760.00

210 02 01 352907 综合医院 409,942.82 150,704.82 259,238.00

210 04 08 352907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22.84 122.84

210 04 09 352907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130.51 130.51

210 11 02 352907 事业单位医疗 1,493.50 1,493.50

210 99 99 352907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19.80 1,819.80

221 02 01 352907 住房公积金 1,925.00 1,925.00



表2  

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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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6.49 一、本年支出 5,465.35 5,465.35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2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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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86  公共安全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248.86  教育支出 569.40 569.40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科学技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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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69 575.69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4,320.26 4,3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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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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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5.35 2,831.79 2,831.79 575.69 2,256.10 1,384.70 1,384.70 1,384.70 1,248.86 1,248.86 1,248.86

301 301 工资福利支出 575.69 575.69 575.69 575.69

30108 301 08 352907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75.69 575.69 575.69 575.69

302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742.13 1,697.00 1,697.00 1,697.00 1,344.70 1,344.70 1,344.70 700.43 700.43 700.43

30218 302 18 352907  专用材料费 1,697.00 1,697.00 1,697.00 1,697.00

30299 302 99 352907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045.13 1,344.70 1,344.70 1,344.70 700.43 700.43 700.43

3029909 302 99 352907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045.13 1,344.70 1,344.70 1,344.70 700.43 700.43 700.43

303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23 0.23 0.23 0.23

30308 303 08 352907  助学金 0.23 0.23 0.23 0.23

309 309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8.98 8.98 8.98 8.98

30903 309 03 352907  专用设备购置 8.98 8.98 8.98 8.98

310 310 资本性支出 1,138.32 550.12 550.12 550.12 40.00 40.00 40.00 548.20 548.20 548.20

31002 310 02 352907  办公设备购置 1.20 1.20 1.20 1.20

31003 310 03 352907  专用设备购置 1,097.12 550.12 550.12 550.12 547.00 547.00 547.00

31099 310 99 352907  其他资本性支出 40.00 40.00 40.00 40.00



表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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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5.35 4,216.49 1,248.86

教育支出 569.40 569.40

 职业教育 569.40 569.40

205 03 02   中等职业教育 569.40 569.4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75.69 575.69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75.69 575.69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75.69 575.69

卫生健康支出 4,320.26 3,640.80 679.46

 公立医院 2,247.12 2,247.12

210 02 01   综合医院 2,247.12 2,247.12

 公共卫生 253.35 202.90 50.45

210 04 0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22.84 120.00 2.84

210 04 09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130.51 82.90 47.61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19.80 1,190.78 629.02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19.80 1,190.78 629.02



表3-1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单位：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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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69 575.69

301 工资福利支出 575.69 575.69

301 08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75.69 575.69



表3-2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单位：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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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9.66

中等职业教育 569.40

205 03 02 352907
 川财教[2021]214号2022年中职学生资助补
助经费

0.23

205 03 02 352907  川财教（2022）43号2022年学生资助经费 22.17

205 03 02 352907
 川财教（2022）149号2022年部分中央和省
级教育补助资金

547.00

综合医院 2,247.12

210 02 01 352907  单位运转项目(不可细化) 2,247.1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22.84

210 04 08 352907
 川财社[2021]165号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
资金

2.84

210 04 08 352907
 川财社（2022）155号提前下达2023年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中央资金

120.00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130.51

210 04 09 352907  川财社【2021】164号重大传染病防控 47.61

210 04 09 352907
 川财社（2022）156号提前下达2023年重大

传染病防控中央补助资金
82.90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19.80

210 99 99 352907  川财社[2021]138号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 629.02

210 99 99 35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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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80

210 99 99 352907  继续实施-卫生领域中央基建 8.98



表3-3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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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907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此表无内容



表4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单位：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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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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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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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

单位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数 年度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指标方向性

352907-川北医学院
附属医院

茂源南路院区建设项目经
费

13,248.44

茂源南路院区项目共计 16个，其中筹备中的项目1个、待
固定资产入库的项目1个、部分完成竣工审核的项目 1个
、已竣工待审计的项目 2个、已立项待施工的项目 1个、
已完成财务决算审计的项目 1个、已完成工程竣工审核的
项目3个、在建项目1个、正在进行工程竣工审核的项目 1

个、正在进行工程审计的项目 4个。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事故率 ＝ 0 % 1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材料验收合格率及质量验收合格率 ＝ 100 % 1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医用、教学、科研需求 定性 优良中低差 7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医疗资源 定性 优良中低差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项目资金使用效率 定性 优良中低差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者满意度 ≥ 95 % 1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环保要求及排放指标 定性 优良中低差 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医院就医环境、病人就医需求 定性 优良中低差 1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 2023 年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项目工程数 ≤ 16 项 10

妇女儿童中心建设项目经
费

14,123.60
妇女儿童中心建设项目新建门诊医技综合楼进入主体作业
阶段，原文化路院区1、2号住院大楼进入装饰装修阶段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定性 优良中低差 1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事故率 ＝ 0 % 1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施工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完成率 ＝ 100 % 1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定性 优良中低差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者满意度 ≥ 95 % 1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合格率 ＝ 100 %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项目资金使用效率 定性 优良中低差 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项目工程数 ＝ 1 项 1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效益 定性 优良中低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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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80

落实上级各项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任务 ，保证我院
2023年在培住院医师及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学员

2023-2024学年度基本生活保障及教学经费 ，参加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临床医师进一步增加 ，全科、儿科、妇
产科等紧缺专科卫生健康人才进一步充实 ，保证和提高培
训质量，促进区域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水平不断提

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的专业结构 、城乡结构分布不断优
化，推动我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整体质量提升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在培人数 ≥ 350 人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参培助理全科医生业务水平 定性 高中低 1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率 ≥ 90 %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参培住院医师业务水平 定性 高中低 1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率 ≥ 90 % 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在培人数 ≥ 3 人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助理全科医生学员满意度 ≥ 80 % 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项资金完成时间 ＝ 2024 年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满意度 ≥ 80 % 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专项资金完成时间 ＝ 2024 年 15



表6

单位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数 年度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指标方向性

352907-川北医学院
附属医院

川财社（2022）155号提
前下达2023年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中央资金
120.00

严格落实对省级卫生应急队伍建设要求 ，根据2023年度
计划安排，自主开展多样化的应急培训 ，保证和提高培训
质量的同时，不断加强卫生应急队员能力水平 ；按要求分
批次派员参加国家级和省级卫生应急管理培训班 ，强化管
理意识，提升管理能力；积极参与国家级和省级紧急医学
救援培训及演练，锻炼队伍应急反应能力 ，推动四川（川
北）紧急医学救援队队伍能力提高 ；不断完善队伍设施、

设备，提高整体战斗力。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队伍应急救援水平 定性 高中低 1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救援队伍公共设备购买套数 ≥ 5 套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救援队伍队员个人装备购买套数 ≥ 67 套 1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救援队公共设备购买专项资金完成时间 ＝ 2023 年 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救援队伍培训及演练人数 ≥ 67 人 1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川北地区卫生应急救援能力 定性 高中低 1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省级应急培训及演练参演率 ≥ 90 %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完成上级应急培训满意度 ≥ 90 % 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救援队伍培训及演练时间 ＝ 2023 年 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救援队伍队员个人装备购买专项资金完成时间 ＝ 2023 年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完成应急演练满意度 ≥ 90 % 5

川财社（2022）156号提
前下达2023年重大传染

病防控中央补助资金
82.90

1、艾滋病专项经费完成南充市 、达州市、广安市、巴中
市及凉山州美姑县的抗病毒治疗技术指导 、培训和督导工
作，提升以上地区艾滋病防治能力 ； 2、用于基地医院开
展工作，包括项目启动会议、培训会议、健康宣教、质量
控制、指导培训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开展全人群脑卒中风险
评估、开展全人群相关实验室检验 、颈动脉超声检查、项
目地区数据复核以及完成院内脑卒中高危人群健康综合干

预,院内、院外人群随访等工作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艾滋病患者的规范治疗 定性 优良中低差 1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 2023 年 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艾滋病培训次数 ≥ 1 次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患者满意度 ≥ 90 %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艾滋病工作现场指导 ≥ 1 次 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居民健康水平提高 定性 高中低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2023年度院内脑卒中高危人群健康综合干预人数 ≥ 1467 人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艾滋病等相关学科专家下基层 ≥ 1 次 1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公共卫生均等化水平提高 定性 高中低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社会的促进作用 定性 高中低 10

继续实施-卫生领域中央
基建

8.98

全面提升脑血管疾病诊治临床设备装备水平 ，搭建国内一
流区域领先的脑血管病重症复合型诊疗平台 ，建设较高水
平的脑血管危急重症诊治技术体系 ；同时针对眩晕、癫痫
、肌肉疾病等临床常见疾病购置专科设备满足患者救治需
求，重点提高临床科研水平 ，提升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针
对神经急危重症的临床救治水平 ，尤其是脑血管病的救治
水平，使区域内人民群众就近享有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医生满意度 ≥ 90 %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患者满意度 ≥ 90 % 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项目资金使用效率 定性 高中低 2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使用年限 ≥ 5 年 1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 2023 年 4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满足急危重症脑血管病的救治 ，同时满足临床常见疾病
的诊治，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定性 高中低 10

单位运转项目(不可细化) 231,865.96

1.保障医院2023年就诊患者的用药和相关运行费用 ，规
范管理医用耗材，按照国家政策严格执行带量采购 、阳光
平台采购，在控制药耗占比的同时最终达到正常开展科研
、教学、临床医疗诊治工作的目标 ； 2.完后本年度申报

的新增设备采购、信息系统集成、设备采购跨年支付等，
满足医院开展“医教研”诊治和达到正常开展科研 、教学
、临床医疗诊治及行政后勤工作的目标 ； 3.科研经费包

含横、纵向课题经费及GCP项目经费等，均为非财政补助
资金，用于科研项目支出。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临床科研工作的促进作用 定性 优良中低差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满足诊治医用耗材需求 定性 优良中低差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5 % 1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合格率 ＝ 100 % 2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 2023 年 1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课题预计数 ≥ 25 项 1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设备使用年限 ≥ 6 年 10

注：此表公开的为其他运转类和特定目标类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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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所有收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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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结转；支出包括：教育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川北

医学院附属医院 2023 年收支预算总数 419248.12 万元 ,比

2022 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 75626.24 万元，主要原因是药品

和耗材购置经费有所增加。

（一）收入预算情况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023年收入预算 419248.12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 3775.78 万元，占 0.90%；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收入 4216.49万元，占 1.01%；事业收入 409055.85万元，

占 97.57%；其他收入 2200万元，占比 0.52%。

（二）支出预算情况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023年支出预算 419248.12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 157367.58 万元，占 37.54%；项目支出

261880.54万元，占 62.46%。

二、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023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

5465.35万元,比 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减少 6556.03

万元，主要原因是上年结转减少。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216.49万元、

上年结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248.86万元；支出包括：

教育支出 569.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75.69万元、卫

生健康支出 4320.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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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4216.49万元，比 2022年预算数减少 308.94万元，主要原因

是 2023年无“现代职教质量提升计划”项目。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75.69 万元，占 13.65%；卫生健

康支出 3640.8万元，占 86.35%。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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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69 万元，主要用于：缴纳 2023 年医院承担的基本养老

保险。

2.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综合医院（项）

2023年预算数为 2247.12万元，主要用于：医院医疗设备购

置、取消药品加成补助等。

3.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2023年预算数为 120万元，主要用于：完成中央下

达的卫生应急处置及队伍运维项目。

4.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重大公共卫生服



务（项）2023 年预算数为 82.9 万元，主要用于：完成中央

下达的艾滋病、慢病管理、重点传染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

等工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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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78万元，主要用于：

完成医院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工程等

其他公共卫生项目工作开展与继续实施卫生领域中央基建

项目。

四、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575.69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575.69万元，主要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

公用经费 0万元。

五、“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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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辆（含单位自有资金保障的车辆），

其中：轿车 3辆，旅行车（含商务车）3辆，越野车 0辆，

大型客、货车 0辆，其他车辆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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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023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

拨款安排的支出。

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说明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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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为事业单位，按规定未使用机关运

行的相关科目。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3 年，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65185.97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48936.98万元；政

府采购工程预算 1524.01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14724.98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所属各预算单位

共有车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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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辆、执法执勤用

车 0辆。单位价值 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115台（套）。



2023年单位预算安排车辆购置经费 113万元。其中，财

政拨款预算安排 0万元，非财政拨款安排 113万元。拟购置

省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0辆、定向保障用车 3辆、执法执勤用

车 0辆。安排大型设备购置经费 17285.95万元，购置医疗大

型设备 38台（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

2023 年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16个，涉及预算 417999.26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 6个，

涉及预算 116925.25 万元；运转类项目 4 个，涉及预算

272308.29 万元；特定目标类项目 6 个，涉及预算 28765.7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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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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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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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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