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划生育技术服务部及其它业务科室。

1、孕产保健部下设孕产群体保健科、婚前保健科、孕

前保健科（含营养门诊）、产后保健科、孕期保健科、产一

科、产二科、产房、沐浴室、医学遗传与产前筛查科、产前

诊断科。

2、儿童保健部下设儿童群体保健科、新生儿疾病筛查

科、儿童生长发育科（含亲子活动室）、儿童营养与喂养科、

儿童心理卫生科（含智测室）、儿童眼保健科、儿童口腔保

健科、儿童听力保健科、儿童耳鼻喉保健科、高危儿管理科、

儿童康复科、中医儿科、急诊科、感染性疾病科、儿一科（含

PICU）、儿二科、儿三科、新生儿科（含 NICU）、儿外科。

3、妇女保健部下设妇女群体保健科、乳腺保健科、青

春期保健科、更老年期保健科、妇女心理卫生科、生殖内分

泌科、妇一科、妇二科、中医妇科。

4、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部下设计划生育服务指导科、计

划生育咨询指导科、避孕药具管理科、计划生育手术科、男

性生殖健康科。

5、其它业务部门：麻醉科（含麻醉复苏室、MICU）、手

术室、乳腺外科、内科、体检中心。

业务保障部门：药剂科、检验科、输血科、遗传实验室、

功检科、医学影像科、病理科、消毒供应中心。



2．从预算单位构成看，纳入本部门 2020 年部门汇总预

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 2 家，具体包括： 临汾市妇幼

保健院、临汾市儿童医院。

三、2022 年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1、持续加强党建工作，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医德医风

建设，做好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系列工作；

2、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建成儿科发热

门诊；

3、进一步加大妇幼卫生项目管理，积极支持辖区妇幼

保健机构能力提升；

4、认真做好妇幼保健机构绩效考核工作；

5、积极支持与推动新技术、新项目开展，力争开展 1-2

项市级以上科研课题；

6、加大我院信息化建设力度，积极推动网络医院、智

慧医院建设；

7、完成核磁共振设备安装并投入使用；

8、积极与市政府沟通联系，争取保健院扩建项目支持；

9、加强医保管理，引导医务人员适应新的医保政策；

10、积极与国内妇儿领域知名专家学者联系，争取在我

院设立 1-2 个博士（院士）工作站；



11、继续利用新媒体做好健康教育和宣传工作，持续提

升我院形象和影响力。



第二部分 2022年度部门预算表
预算公开表1

一、2022年预算收支总表

部门:[401003]临汾市妇幼保健院 , [401003013]临汾市妇幼保健院 , [401003024]临汾市儿童医院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2022年 项目 2022年

一、一般公共预算 1,655.74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防支出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公共安全支出

五、单位资金 22,767.45 教育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07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24,1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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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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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费

其他支出

转移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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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收入合计 24,423.19 本年支出合计 24,4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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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年预算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预算数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本年收入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合计 24,423.19 1,655.74 22,767.45

208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07 195.07

　20805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 195.07 195.07

　　2080502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 27.22 27.22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 111.90 111.90

　　2080506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 55.95 55.95

210 [210]卫生健康支出 24,118.91 1,351.46 22,767.45

　21004 　[21004]公共卫生 24,118.91 1,351.46 22,767.45

　　2100403 　　[2100403]妇幼保健机构 24,118.91 1,351.46 22,767.45

221 [221]住房保障支出 109.21 109.21

　22102 　[22102]住房改革支出 109.21 109.21

　　2210201 　　[2210201]住房公积金 109.21 1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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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年预算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24,423.19 1,533.74 22,889.45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07 195.07

　208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95.07 195.07

　　2080502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 27.22 27.22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111.90 111.90

　　2080506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 55.95 55.95

[210]卫生健康支出 24,118.91 1,229.46 22,889.45

　210 　[21004]公共卫生 24,118.91 1,229.46 22,889.45

　　2100403 　　[2100403]妇幼保健机构 24,118.91 1,229.46 22,889.45

[221]住房保障支出 109.21 109.21

　221 　[22102]住房改革支出 109.21 109.21

　　2210201 　　[2210201]住房公积金 109.21 1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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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1,655.74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防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

教育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07 195.07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1,351.46 1,3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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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1 1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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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费

其他支出

转移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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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收入合计 1,655.74 本年支出合计 1,655.74 1,65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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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部门:[401003]临汾市妇幼保健院 , [401003013]临汾市妇幼保健院 , [401003024]临汾市儿童医院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1,655.74 1,533.74 122.00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07 195.07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95.07 195.07

　　2080502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 27.22 27.22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 111.90 111.90

　　2080506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55.95 55.95

[210]卫生健康支出 1,351.46 1,229.46 122.00

　[21004]公共卫生 1,351.46 1,229.46 122.00

　　2100403 [2100403]妇幼保健机构 1,351.46 1,229.46 122.00

[221]住房保障支出 109.21 109.21

　[22102]住房改革支出 109.21 109.21

　　2210201 [2210201]住房公积金 109.21 1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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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基本支出分经济科目表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数 备注

1,533.74

505 1,381.89

　[50501]工资福利支出 1,381.89

50502 124.63

　[505020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74

　[5050299]商品和服务支出 121.89

509 27.22

　[50905]离退休费 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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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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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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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预算表

单位：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

算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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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政府采购预算明细表
部门名称：[401003]临汾市妇幼保健院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部门支出经济分类 支出项目类别 资金来源 资金性质 政府采购品目 采购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预算金额

是否面向
中小企业

是否面向
小微企业
采购预算总计

政府预算资金

财政专户管理
资金

单位资金政府预算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政府性基金预
算资金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资金

其中：上级或下级
财政补助资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计 560.00 12,180.29 50.00 50.00 12,130.29

401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560.00 12,180.29 50.00 50.00 12,130.29

　其他运转类 560.00 6,237.97 12,180.29 50.00 50.00 12,130.29

　　4010030　　[401003013]临汾市妇幼保健院 14100022401Y200000185-辖区眼保健视力筛查管理系统项[31007]信息网络及软件信息化建设 年初安排 财政拨款资金 其他计算机设备及 1.00 8.00 8.00 8.00 8.00 2-否 2-否

　　4010030　　[401003013]临汾市妇幼保健院 14100022401Y200000184-辖区培训教学类及院前急救类设[31003]专用设备购置资本性支出 年初安排 财政拨款资金 医疗设备 9.00 4.67 42.00 42.00 42.00 2-否 2-否

　　4010030　　[401003024]临汾市儿童医院 14100022401Y200000126-信息化项目购置经费 [31007]信息网络及软件信息化建设 年初安排 事业收入资金 台式计算机 176.00 8.90 1,566.72 1,566.72 2-否 2-否

　　4010030　　[401003024]临汾市儿童医院 14100022401Y200000102-办公家具、电器购置经费 [31002]办公设备购置资本性支出 年初安排 事业收入资金 其他家具用具 300.00 0.26 79.15 79.15 2-否 2-否

　　4010030　　[401003024]临汾市儿童医院 14100022401Y200000124-医疗设备购置经费 [31003]专用设备购置资本性支出 年初安排 事业收入资金 医疗设备 66.00 65.67 4,333.95 4,333.95 2-否 2-否

　　4010030　　[401003024]临汾市儿童医院 14100022401Y200000101-维修修缮、装修与改造项目经费[30213]维修(护)费 专项维修维护费年初安排 事业收入资金 其他维修和保养服 1.00 400.00 400.00 400.00 2-否 2-否

　　4010030　　[401003024]临汾市儿童医院 14100022401Y200000134-医院日常运行维护-运转类项目经[30209]物业管理费 单位运转经费 年初安排 事业收入资金 物业管理服务 1.00 260.00 260.00 260.00 2-否 2-否

　　4010030　　[401003024]临汾市儿童医院 14100022401Y200000181-医院日常运行维护-日常业务项目[30201]办公费 专项业务工作经年初安排 事业收入资金 墨、颜料 1.00 7.60 7.60 7.60 2-否 2-否

　　4010030　　[401003024]临汾市儿童医院 14100022401Y200000181-医院日常运行维护-日常业务项目[30201]办公费 专项业务工作经年初安排 事业收入资金 硒鼓、粉盒 1.00 55.29 55.29 55.29 2-否 2-否

　　4010030　　[401003024]临汾市儿童医院 14100022401Y200000181-医院日常运行维护-日常业务项目[30201]办公费 专项业务工作经年初安排 事业收入资金 复印纸 1.00 14.56 14.56 14.56 2-否 2-否

　　4010030　　[401003024]临汾市儿童医院 14100022401Y200000181-医院日常运行维护-日常业务项目[30201]办公费 专项业务工作经年初安排 事业收入资金 其他办公消耗用品 1.00 345.57 345.57 345.57 2-否 2-否

　　4010030　　[401003024]临汾市儿童医院 14100022401Y200000181-医院日常运行维护-日常业务项目[30218]专用材料费 专项业务工作经年初安排 事业收入资金 医用材料 1.00 2,067.45 2,067.45 2,067.45 2-否 2-否

　　4010030　　[401003024]临汾市儿童医院 14100022401Y200000181-医院日常运行维护-日常业务项目[30218]专用材料费 专项业务工作经年初安排 事业收入资金 化学药品制剂 1.00 3,000.00 3,000.00 3,000.00 2-否 2-否

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明细表
部门名称：[401003]临汾市妇幼保健院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政府购买服务内

容
是否包含政府

采购
购买数量

政府购买服务预算金额

预算总计

政府预算资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
金

单位资金政府预算资金合
计

一般公共预算资
金

政府性基金预算
资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资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401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0 1.00 64.00 64.00

　401003024　[401003024]临汾市儿童医院 14100022401Y200000181-医院日常运行维护-日常业务项目服务类 咨询类 工程造价类 院内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竣工决算等 2.00 1.00 64.00 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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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022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2022年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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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预算数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74

 ①公务用车购置费

 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74

合计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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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办公家具、电器购置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临汾市儿童医院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791,549.28 年度资金总额： 791,549.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791,549.28       单位自筹 791,549.2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随着业务量加大，行政与临床新设科室及科室人员增多，需要新增一批办公家具及电器，并淘汰一批超过使用年限的废旧家具，新增办公家
具包括办公桌、文件柜、更衣柜、书柜、沙发、茶几等，电器类包括办公室、机房空调、临床辅助科室一些有着特殊储存要求的冰箱、冰柜
等，营造良好办公条件，更会好的服务于病患。

立项依据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项目设立必要性
随着新设科室及新增工作人员的增加，一批超过使用年限的办公家具及电器进行淘汰，需要随时为行政和临床科室进行办公家具的添加，为
医护人员营造良好办公条件，更好的服务于广大妇女儿童。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管理制度 1.我院固定资产管理与采购制度：罗列出家具的型号、规格、各类参数进行询价。2.财务固资产申购制度：3、根据政府
采购集中目录限额规定，结合我院实际需求，在电子卖场进行采购，金额上限的进行政采招标事宜。

项目实施计划
1.根据科室申报的相关办公家具，根据我院固定资产采购管理制度，罗列出最常用的各类物品名称、型号、规格、材质等标准。2.按照固定
资产审批要求的货物名称、单价、数量根据政府采购集中目录限额规定，结合我院实际需求，在电子卖场进行采购，金额上限的进行政采招
标事宜。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解决一线科室及辅助科室申购办公家具的要求，在现阶段使用的办公家具中没有超过使用年限的，继续使

用，需要增添的另行申请，保证临床科室的工作需求，改善工作环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购椅凳类数量 69个

数量指标
采购椅凳类数量 69个

采购生活电器类数量 32个

采购柜类数量 151个

采购台桌类数量 48个

采购台桌类数量 48个

采购生活电器类数量 32个

采购柜类数量 151个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质量达标率 100%

设备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设备购置及时性 及时

设备验收及时性 及时

设备购置及时性 及时

设备验收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密集柜成本 ≤1500元/组

成本指标

电热水器成本 ≤1500元/台

五节柜成本 ≤140元/个

鞋柜 ≤300元/个

弓形椅成本 ≤450元/把

办公椅成本 ≤110元/把

办公桌成本 ≤480元/张

护理站定制成本 ≤40000元/套

文件柜成本 ≤700元/个

冷藏冰柜成本 ≤600元/台

监控台桌成本 ≤500元/张

定制治疗柜成本 ≤12000元/套

壁挂空调成本 ≤2400元/台

转椅成本 ≤260元/把

定制屏风办公桌成本 ≤850元/位

净化饮水机成本 ≤6900元/台

保险柜成本 ≤1000元/个

洗衣机成本 ≤2000元/台

柜式空调成本 ≤5000元/台

圆凳成本 ≤150元/把

中央空调 ≤23000元/台

定制治疗柜成本 ≤12000元/套

洗衣机成本 ≤2000元/台



绩
效
指
标

电热水器成本 ≤1500元/台

圆凳成本 ≤150元/把

保险柜成本 ≤1000元/个

弓形椅成本 ≤450元/把

护理站定制成本 ≤40000元/套

密集柜成本 ≤1500元/组

定制屏风办公桌成本 ≤850元/位

冷藏冰柜成本 ≤600元/台

办公桌成本 ≤480元/张

办公椅成本 ≤110元/把

净化饮水机成本 ≤6900元/台

壁挂空调成本 ≤2400元/台

转椅成本 ≤260元/把

文件柜成本 ≤700元/个

柜式空调成本 ≤5000元/台

鞋柜 ≤300元/个

中央空调 ≤23000元/台

五节柜成本 ≤140元/个

监控台桌成本 ≤500元/张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工作积极性 提高

提高工作积极性 提高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续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续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员到位率 100%

人员到位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工作人员满意度 ≥95%

工作人员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连恵龙 联系电话： 18835706845 填报日期：    20220104103329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差额人员及外聘人员工资福利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临汾市儿童医院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66,082,310 年度资金总额：                       55,360,77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166,082,310       单位自筹                       55,360,77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医院全额人员、差额人员、外聘人员全年工资、绩效、津补贴、奖金、取暖费、五险二金缴费等

立项依据 山西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 、绩效工资总量标准、五险二金缴纳比例标准以及医院工作人员岗位聘用情况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医院运转做好人力保障，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人事科负责按月考勤并核算月工资 、缴纳五险二金、按时足额制作年终一次性奖金等 ； 2、财务科负责执行资金发放。

项目实施计划 1、月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发放 2、五险二金按月足额缴纳 3、取暖费、年终一次性奖励等在第四季度发放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为医院运转做好人力保障，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外聘人员数量 149个

差额人员数量 152个

差额人员数量 152个

外聘人员数量 149个

质量指标
缴纳工资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缴纳保险合格率 100%

缴纳工资合格率 100%

缴纳保险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缴纳保险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发放工资及时性 及时

缴纳保险及时性 及时

发放工资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保险费用 ≤6671186.16元

成本指标
保险费用 ≤6671186.16元

工资费用 ≤46382563元

工资费用 ≤46382563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保障

提高工作积极性 提高

提高工作积极性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健全

人员到位率 100%

员工工作积极性 提高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员到位率 100%

员工工作积极性 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差额人员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外聘人员满意度 ≥95%

外聘人员满意度 ≥95%

差额人员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邓红 联系电话： 2217808 填报日期：    20220104103511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临汾市妇幼保健院中央空调系统改造工程及住院门诊大楼电梯维保尾款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临汾市儿童医院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968,595 年度资金总额： 2,968,59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2,968,595       单位自筹 2,968,595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2021年度公开招标后，确定了工程供应商，工程款未支付完成，项目资金用于支付我院2021年度中央空调系统改造工程未
支付尾款及住院门诊大楼电梯维保尾款费用。

立项依据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项目设立必要性
2021年度公开招标后，确定了工程供应商，工程款未支付完成，项目资金用于支付我院2021年度中央空调系统改造工程未
支付尾款及住院门诊大楼电梯维保尾款费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管理制度 根据工程最终结算审计报告，支付工程款金额，经过院内审计科进行内审后，出具结算审核通知报告
书，报院务会研究后方可支付。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管理制度 根据工程最终结算审计报告，支付工程款金额，经过院内审计科进行内审后，出具结算审核通知报告
书，报院务会研究后方可支付，通过质保期后，支付最终尾款与质保金。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对我院临床科室与行政科室所申请的办公家具及电器类物品按照固定资产审批要求完
成2020年办公家具及电器购买项目工作，在符合各项规定的同时，努力改善我院医护及病患的

工作就医环境，更好的服务于我市广大妇女儿童。

年度目标对我院临床科室与行政科室所申请的办公家具及
电器类物品按照固定资产审批要求完成2020年办公家具及
电器购买项目工作，在符合各项规定的同时，努力改善我
院医护及病患的工作就医环境，更好的服务于我市广大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中央空调系统改造工程受惠面21076平方米

数量指标
中央空调系统改造工21076平方米

维保电梯部数 7部 维保电梯部数 7部

质量指标 付款合规性 合规 质量指标 付款合规性 合规

时效指标 付款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付款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中央空调系统改造尾款金额 2954095元

成本指标
中央空调系统改造尾2954095元

电梯维保费用尾款 14500元 电梯维保费用尾款 145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住院门诊大楼供暖能耗下降 下降 经济效益指标 住院门诊大楼供暖能下降

社会效益指标 中央空调系统改造及电梯维保≤95% 社会效益指标 中央空调系统改造及≤95%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中央空调系统使用年限延长 延长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中央空调系统使用年延长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中央空调系统改造及电梯维保≤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中央空调系统改造及≤95%

负责人： 经办人： 刘瑞 联系电话： 13453732534 填报日期：    20211125104437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维修修缮、装修与改造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临汾市儿童医院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4,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4,000,000       单位自筹 4,000,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1.我院上下水管网老旧，使用已经已有10年已久，经常停用维修，影响正常工作及病患就医环境，为前来就诊的病患造成

了诸多不便，另外医院污水主要是医疗污水与生活污水 ，对院内污水系统进行改造；2.门诊大楼业务用房紧张，考虑周边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quot;《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中国妇女

发展纲要2021-2030》&quot;     

项目设立必要性

1.我院上下水管网老旧，经常停用维修，影响正常工作；医院污水主要是医疗污水与生活污水 ，医疗污水经处理进入市政

排水管道，我院现在的医疗污水处理规模小，设备老化，运行不稳定，考虑医院污水道实际情况，保证污水管道的正常排
水，现需对我院污水管网进行维修，以保证所排放污水达到规定标准；2.门诊大楼业务用房紧张，考虑周边租赁业务用房

并进行屋装修改造，缓解医疗业务用房面积紧张等问题 3.院内停车场及道路路面下陷问题严重 ，有必要进行修复，保障安

全生产；4.6-13层部分空调管道堵塞、跑漏现象时有发生，进行部分修复与更换。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临汾市儿童医院项目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1.对项目进行申报，政府采购中心进行招投标程序。2.展开招投标工作。3.根据政府采购结果公示，与供应单位签订施工

合同。7.院内进行合同会签8.在合同规定工期内完成项目工作，并组织进行验收，出具竣工验收证明。8.强化售后维护要
求，严格按照合同规定进行质量跟踪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1.满足患者住院和职工等用水需求，污水处理设施更新完成后，污水排放达标，能满足工作需
要；2.门诊大楼业务用房紧张，业务用房并进行屋装修改造，缓解医疗业务用房面积紧张等问

题；3.停车场路面与道路的及时修复上报工作 ；4部分楼层空调管道的更换改造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完成率 100%

项目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验收及时性 及时

验收及时性 及时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维修改造成本 ≤300万元

成本指标
污水处理系统改造工程成本 ≤100万元

污水处理系统改造工≤100万元

维修改造成本 ≤3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工作积极性 提高

提升工作环境安全舒适度 提升提升

提高工作积极性 提高

提升工作环境安全舒提升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到位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续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员到位率 100%

后续管理制度健全性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体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体满意度 ≥95%

工作人员满意度 ≥95%

工作人员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连恵龙 联系电话： 18835706845 填报日期：    20220104103225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辖区保健人员能力提升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临汾市妇幼保健院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618,000 年度资金总额： 206,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618,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06,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项目背景：妇幼保健机构职能；市卫建委母婴法律证件委托管理函。                       项目内容与范围：1、妇幼
保健业务工作指导、质控 ；2、妇幼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指导、质控；3、妇幼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业务培训；4
、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业务培训；5、辖区妇幼信息管理人员业务培训；6、妇幼保健院长例会；7、新生儿死亡评审会议。                                                                

立项依据 《母婴保健法》、《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妇幼保健机构管理办法 》

项目设立必要性
1、提升辖区孕产妇和0-6岁儿童健康管理业务水平，提高辖区妇幼保健服务能力，为妇女儿童健康保驾护航；更好地完成
辖区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工作；做好妇幼信息监测与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2、规范辖区母婴法律证件管理。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一、制定相关制度：1、基层业务指导制度；2、基层业务培训制度；3、妇幼基本公共卫生管理制度；4、妇幼重大公共卫
生项目管理制度； 5、保健会议制度；6、妇幼健康工作质量定期检查制度；7、辖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制度；8、新生儿死
亡评审制度 ；9、妇幼卫生信息质量控制制度；10、辖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制度。 二、制定年度工作计划

项目实施计划
1、制定工作计划；2、按计划和具体时间安排进行相关培训工作：例会1次，妇幼信息会议1次，儿死评审会议1次；妇幼信
息培训1次，出生证明管理签发培训1次，基本公共卫生培训1次，托幼机构管理培训1次。3、根据上级要求外出参加相关会
议及培训。4、按计划选送保健人员外出培训。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力争公卫水平提高，出生证明管理规范合理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辖区培训次数 ≥5次

数量指标

辖区培训次数 ≥5次

保健人员外出培训次数 ≥5次 保健人员外出培训次≥5次

会议次数 ≥3次 会议次数 ≥3次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 ≥98%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 ≥98%

时效指标 培训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培训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会议费支出（含四类会议） ＝38000元

成本指标
会议费支出（含四类 ）＝38000元

培训支出（辖区人员培训和保 ）＝168000元 培训支出（辖区人员 ）＝168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辖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规范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辖区出生医学证明管提高

提升妇幼保健服务能力；提高提高 提升妇幼保健服务能 ；提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辖区人员医疗服务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辖区人员医疗服务 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 ≥96%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 ≥96%

负责人： 经办人： 张玉峰 联系电话： 2217881 填报日期：    20220104102822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辖区培训教学类及院前急救类设备购置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临汾市妇幼保健院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260,000 年度资金总额： 42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26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42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项目背景：妇幼保健机构职能；2021-2030“两纲 ” 保障妇女儿童健康策略措施：加强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妇幼
健康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完善儿童健康服务体系，加快儿童医学人才培养，提高全科医生的儿科和儿童保健专业技能等 
。                         项目内容与范围：1、完善设备，提升院前救治能力；2、强化人才培养，提升辖区保健人员

立项依据  《母婴保健法》、《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妇幼保健机构管理办法 》

项目设立必要性 提升辖区保健人员操作技能和技术服务能力，提高服务质量，为妇女儿童健康保驾护航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召开科室负责人会议，制定能力提升工作计划，落实科室具体项目负责人。

项目实施计划
1、保健部制定项目工作计划，组织召开科室负责人会议，讨论项目具体预算。2、各科室制定项目工作具体安排和责任人
。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急救设备配置、教学教具配置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T组合 ＝3台

数量指标

T组合 ＝3台

空氧混合仪 ＝3台 空氧混合仪 ＝3台

营养软件仪 ＝1台 营养软件仪 ＝1台

窒息复苏模拟人 ＝1套 窒息复苏模拟人 ＝1套

婴幼儿照护教学教具 ＝1套 婴幼儿照护教学教具＝1套

质量指标
辖区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和院前提高

质量指标
辖区妇幼保健服务能提高

辖区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提高 辖区妇女儿童健康水提高

时效指标 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T组合购置成本 ＝210000元

成本指标

T组合购置成本 ＝210000元

空氧混合仪购置成本 ＝90000元 空氧混合仪购置成本＝90000元

营养软件仪购置成本 ＝100000元 营养软件仪购置成本＝100000元

窒息复苏模拟人模具购置成本＝10000元 窒息复苏模拟人模具＝10000元

婴幼儿照护教学教具购置成本＝10000元 婴幼儿照护教学教具＝1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辖区患者就医支出 降低 经济效益指标 辖区患者就医支出 降低

社会效益指标
辖区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和院前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辖区妇幼保健服务能提高

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提高 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辖区医疗救助能力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辖区医疗救助能力 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 ≥8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 ≥85%

负责人： 经办人： 张玉峰 联系电话： 2217881 填报日期：    20220104102622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辖区眼保健视力筛查管理系统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临汾市妇幼保健院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40,000 年度资金总额： 8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4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8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项目背景：妇幼保健机构职能；2021-2030“两纲 ” 保障妇女儿童健康策略措施：加强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妇幼
健康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完善儿童健康服务体系，加快儿童医学人才培养，提高全科医生的儿科和儿童保健专业技能等 
。                    项目内容与范围：完善辖区眼保健筛查管理信息化水平，提高疾病筛查管理能力，提高保健服务

立项依据  《母婴保健法》、《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妇幼保健机构管理办法 》

项目设立必要性 提升辖区儿童眼保健和视力筛查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为辖区儿童健康保驾护航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召开科室负责人会议，制定能力提升工作计划，落实科室具体项目负责人。

项目实施计划
1、保健部制定项目工作计划，组织召开科室负责人会议，讨论项目具体预算。2、信息科及眼保健科负责项目工作具体实
施。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信息管理软件配置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眼保健视力筛查系统 ＝1套 数量指标 眼保健视力筛查系统＝1套

质量指标 辖区眼保健和视力筛查服务能提升 质量指标 辖区眼保健和视力筛提升

时效指标 安装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安装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设备购置成本 ＝80000元 成本指标 设备购置成本 ＝8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信息系统及器材 ＝80000元/套 经济效益指标 信息系统及器材 ＝80000元/套

社会效益指标 辖区儿童眼保健和视力筛查服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辖区儿童眼保健和视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辖区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高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辖区医疗服务能力持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 ≥90%

负责人： 经办人： 张玉峰 联系电话： 2217881 填报日期：    20220104103017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信息化尾款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临汾市儿童医院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852,000 年度资金总额： 3,852,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3,852,000       单位自筹 3,852,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职责和需要，信息化医用软件（医疗支出）项目负责妇幼信息、医疗网络软件及平台设备等工作。本项目费用属
于经常性专项业务费，用于2022年信息化建设新增设备、上线功能模块、更新软硬件设备等日常经费。主要内容有上线和
更新妇幼信息、维护医疗网络软件、平台设备维护及购买等。

立项依据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

项目设立必要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广泛运用，医院信息化建设已成为一种趋势，它不断地冲击医院传统的管理
模式和经营理念，为此应积极提高办公自动化水平，提高医院的工作效率；完善医院软件布局，提高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依据《医院信息平台应用功能指引》和《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对信息化医用软件的要求，根据我院《山西省
临汾市妇幼保健院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制度》对医用软件项目考察详实，按程序招投标进行购置设备，跟踪安装，确保质
量，保障项目切实可行、顺利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依据《医院信息平台应用功能指引》和《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对信息化医用软件的要求，根据我院《山西省
临汾市妇幼保健院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制度》，在项目实施周期中，前期考察，招投标，申请资金，购置设备，安装设备，
投入试用，验收付款。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必要功能模块上线，完善医院软件布局，提高医院的工作效率；更新必要的软硬件设备，提高

医生工作满意度，优化患者就医流程等。

必要功能模块上线，完善医院软件布局，提高医院的工作
效率；更新必要的软硬件设备，提高医生工作满意度，优

化患者就医流程等。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后勤一体化软件受惠科室 ≥30个

数量指标

信息化5期医院医疗1套

后勤一体化软件 1套 后勤一体化软件受惠≥30个

信息化5期医院医疗软件系统数1套 后勤一体化软件 1套

质量指标 付款合规性 合规 质量指标 付款合规性 合规

时效指标 付款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付款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信息化5期尾款 3036000元/项

成本指标
信息化5期尾款 3036000元/项

后勤一体化尾款 816000元/项 后勤一体化尾款 816000元/项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无纸化办公进程 提高 经济效益指标 无纸化办公进程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医院医疗水平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医院医疗水平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办公自动化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办公自动化 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提高患者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提高患者满意度 ≥90%

负责人： 经办人： 卫丽霞 联系电话： 2210923 填报日期：    20211125101542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信息化项目购置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临汾市儿童医院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5,667,230 年度资金总额： 15,667,23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15,667,230       单位自筹 15,667,23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职责和需要，信息化医用软件（医疗支出）项目负责妇幼信息、医疗网络软件及平台设备等工作。本项目费用属
于经常性专项业务费，用于2022年信息化建设新增设备、上线功能模块、更新软硬件设备等日常经费。主要内容有上线和
更新妇幼信息、维护医疗网络软件、平台设备维护及购买等。

立项依据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

项目设立必要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广泛运用，医院信息化建设已成为一种趋势，它不断地冲击医院传统的管理
模式和经营理念，为此应积极提高办公自动化水平，提高医院的工作效率；完善医院软件布局，提高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依据《医院信息平台应用功能指引》和《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对信息化医用软件的要求，根据我院《山西省
临汾市妇幼保健院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制度》对医用软件项目考察详实，按程序招投标进行购置设备，跟踪安装，确保质
量，保障项目切实可行、顺利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依据《医院信息平台应用功能指引》和《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对信息化医用软件的要求，根据我院《山西省
临汾市妇幼保健院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制度》，在项目实施周期中，前期考察，招投标，申请资金，购置设备，安装设备，
投入试用，验收付款。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必要功能模块上线，完善医院软件布局，提高医院的工作效率；更新必要的软硬件设备，提高

医生工作满意度，优化患者就医流程等。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消防系统 1套

数量指标

台式电脑 72台

核酸检测接口费 1套

高危孕产妇管理系统 1套

台式电脑 72台

打印机 45台

彩色打印机 10台

条码打印机 12台

复印机 2台

扫描仪 1台

互联网智慧医院 1套

预算绩效编报、医院科室成本1套

院感管理系统 1套

人资系统 1套

体检管理信息系统 1套

新生儿5G探视 1套

液晶一体机 1台

隔离网闸 2个

灾备系统 1套

日志审计 1套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堡垒机 1台

数量指标

内网杀毒软件 1套

弱电 1套

用友办公软件 1套

无纸化病案 1套

网络改造、存储扩容 1套

电子签名系统 1套

互联网医院 1套

财务预算管理系统、网报系统1套

服务器 2台

无纸化病案 1套

彩色打印机 10台

打印机 45台

互联网医院 1套

院感管理系统 1套

高危孕产妇管理系统1套

消防系统 1套

复印机 2台

互联网智慧医院 1套

内网杀毒软件 1套

人资系统 1套

堡垒机 1台

电子签名系统 1套

预算绩效编报、医院1套

液晶一体机 10台

核酸检测接口费 1套

日志审计 1套

服务器 2台

隔离网闸 2个

扫描仪 1台

财务预算管理系统、网1套

体检管理信息系统 1套

弱电 1套

网络改造、存储扩容1套

灾备系统 1套

新生儿5G探视 1套

用友办公软件 1套

条码打印机 12台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软件验收合格率 100%

软件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软件安装及时性 及时

软件安装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隔离网闸 150000元/个

成本指标

灾备系统 1000000元/套

液晶一体机 30000元/台

日志审计 100000元/套

堡垒机 100000元/台

内网杀毒软件 100000元/套



绩
效
指
标

成本指标

弱电 100000元/套

成本指标

用友办公软件 300000元/套

无纸化病案 1550000元/套

网络改造、存储扩容 2000000元/套

消防系统 50000元/套

服务器 75000元/台

核酸检测接口费 40000元/套

高危孕产妇管理系统 3200000元/套

电脑 4950元/台

打印机 1490元/台

彩色打印机 1990元/台

条码打印机 1490元/台

复印机 30000元/台

电子签名系统 1050000元/套

互联网医院 1500000元/套

财务预算管理系统、网报系统500000元/套

互联网智慧医院 600000元/套

预算绩效编报、医院科室成本700000元/套

院感管理系统 300000元/套

人资系统 150000元/套

体检管理信息系统 450000元/套

新生儿5G探视 600000元/套

扫描仪 6000元/台

体检管理信息系统 450000元/套

高危孕产妇管理系统3200000元/套

用友办公软件 300000元/套

复印机 30000元/台

液晶一体机 300000元/台

打印机 1490元/台

互联网智慧医院 600000元/套

日志审计 100000元/套

弱电 100000元/套

电脑 4950元/台

院感管理系统 300000元/套

服务器 75000元/台

核酸检测接口费 40000元/套

互联网医院 1500000元/套

扫描仪 6000元/台

预算绩效编报、医院700000元/套

人资系统 150000元/套

灾备系统 1000000套

无纸化病案 1550000元/套

消防系统 50000元/套

彩色打印机 1990元/台

财务预算管理系统、网500000元/套

网络改造、存储扩容2000000元/套

内网杀毒软件 100000元/套

新生儿5G探视 600000元/套



绩
效
指
标

隔离网闸 150000元/个

堡垒机 100000元/台

条码打印机 1490元/台

电子签名系统 1050000元/套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办公耗材使用减少 减少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医疗水平 90%

提升医疗水平 90%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办公耗材使用减少 减少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环境影响 降低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职工满意度 ≥85%

群众满意度 90%

患者满意度 ≥80%

负责人： 经办人： 卫丽霞 联系电话： 2210923 填报日期：    20220104103607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业务用地用房租赁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临汾市妇幼保健院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440,000 年度资金总额： 48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44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48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我院位于临汾市北外坏174号，是一所集预防保健，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三甲”医院。近年来，随着全市社会经济
的不断增长，带来了人口快速增长，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大，现有土地属于租赁部队用地，包含住院门诊大楼、行
政办公楼及院内停车场及其他公共区域。

立项依据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妇幼保健十四五规划》、《军队房地产代管运营协议》
。

项目设立必要性 支付部队土地租赁费用，保证我院正常运营，保障各项诊疗工作有序开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我方与融通地产公司（河南）签订军队房地产代管运营协议。代管运营期限自2019年9月1日至土地置换完成，租金每年缴
纳，获取正式发票后，支付租金事项院务会研究通过，并登记记录，出具会议纪要。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合同协议内容，每年按时缴纳租金费用，获取正式发票，院务会研究通过后，出具会议纪要，正常支付租金。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保证我院正常运营，保障各项诊疗工作有序开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租赁办公用地面积 ＝10122平方米 数量指标 租赁办公用地面积 ＝10122平方米

质量指标 办公用房使用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办公用房使用合格率＝100%

时效指标 办公用房租赁时间 1月1日-12月31日 时效指标 办公用房租赁时间 1月1日-12月31日

成本指标
租赁成本 ≤458000元

成本指标
租赁成本 ≤458000元

实习生住宿费用 ≤22000元 实习生住宿费用 ≤22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工作正常运转 保障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工作正常运转 保障保障

提高工作积极性 提高 提高工作积极性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到位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到位率 ＝100%

后续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后续管理制度健全性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患者满意度 ≥95%

患者满意度 ≥95% 单位人员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连恵龙 联系电话： 13453732534 填报日期：    20220104102424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医疗设备购置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临汾市儿童医院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3,339,450.82 年度资金总额： 43,339,450.8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43,339,450.82       单位自筹 43,339,450.8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做为本市唯一一家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我院努力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承担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优生指导
、信息咨询、随访服务、生殖保健工作，开展孕前优生优育健康检查和孕期出生缺陷综合防控等工作，进一步加大妇幼重
大公共卫生项目力度，完善妇幼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妇幼保健服务水平以及本院医疗水平，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
死亡率，提高婚姻健康水平，加强出生缺陷干预，更好地服务辖区居民，提高儿科、新生儿科、产科、妇科的诊疗水平与
服务能力。

立项依据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新生
儿疾病筛查技术规范》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更好地服务辖区居民，购置医疗设备，提高儿科、新生儿科、产科的诊疗水平
、以应对日益增加的患者。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管理制度：根据患者的增加，以及各科室发展计划及可行性论证，提出购置申请，由医学装备管理委员会通过后，上
报市财政局，按程序进行评审、招投标，之后进行购置设备，跟踪安装，确保质量百分百合格，后期进行经济效益分析。 
财务管理制度：加强经费合理使用和资金使用监管，完善部门执行预算制度和经费使用管理，所有经费均纳入部门预算，
项目落实责任，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管理，包括制定项目管理方案，检查并督导工作制度，对项目开展进行质量控制，对
资料及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核。

项目实施计划
相关设备明细、资金规模、技术参数与配置上级批复后，交由交财政审批，审批通过后交评审中心进行评审，评审中心下
达评审结果后，组织人员进行招标，招标完成后进行设备的供货，包括安装、调试、试运行、培训、以及项目的验收。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满足患者就医需求，提高医疗水平和患者就医体验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无影灯 1台

数量指标

无影灯 1台

全自动干式免疫分析仪 1台 全自动干式免疫分析1台

超声脉冲电导治疗仪 3台 超声脉冲电导治疗仪3台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及安装工程1项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及1项

智能微剂量X射线骨龄仪 1台 智能微剂量X射线骨1台

医用超低温冰箱 1台 医用超低温冰箱 1台

发热门诊项目 1项 发热门诊项目 1项

新冠肺炎实验室 1项 新冠肺炎实验室 1项

输液泵 17台 输液泵 17台

超声骨密度仪（骨密度仪） 1台 超声骨密度仪（骨密 ）1台

血小板恒温保存箱 1台 血小板恒温保存箱 1台

注射泵 5台 注射泵 5台

医用冷藏柜 1台 医用冷藏柜 1台

除颤监护仪 1台 除颤监护仪 1台

手持测温热像仪 2台 手持测温热像仪 2台

AED立式柜 1台 AED立式柜 1台

床旁心电图机 1台 床旁心电图机 1台

胎儿监护仪（胎心监护仪） 10台 胎儿监护仪（胎心监 ）10台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T-组合婴儿复苏器（新生儿T组 ）1台

数量指标

T-组合婴儿复苏器（新 T组 ）1台

输液泵 3台 输液泵 3台

恒温仪 1台 恒温仪 1台

营养定量分析软件（孕期营养 ）1台 营养定量分析软件（孕 ）1台

监护仪 2台 监护仪 2台

生物测量仪 1台 生物测量仪 1台

角膜地形图 1台 角膜地形图 1台

眼科AB超 1台 眼科AB超 1台

视觉电生理 1台 视觉电生理 1台

综合验光仪 1台 综合验光仪 1台

间接检眼镜 1台 间接检眼镜 1台

医用冷藏冷冻箱 1台 医用冷藏冷冻箱 1台

核酸提取仪 1台 核酸提取仪 1台

手术床 2台 手术床 2台

麻醉机 2台 麻醉机 2台

高端监护仪 2台 高端监护仪 2台

膨宫机 1台 膨宫机 1台

电子支气管镜及配套设备 1套 电子支气管镜及配套1套

药品冷藏箱 2台 药品冷藏箱 2台

呼出气NO检测仪 1台 呼出气NO检测仪 1台

T组合 1台 T组合 1台

无创呼吸机 2台 无创呼吸机 2台

转运暖箱 1台 转运暖箱 1台

转运呼吸机 1台 转运呼吸机 1台

PICC定位监护仪 1台 PICC定位监护仪 1台

模型 1套 模型 1套

床单元臭氧消毒机 2台 床单元臭氧消毒机 2台

便携式新生儿监护仪 2台 便携式新生儿监护仪2台

多功能新生儿辐射台 3台 多功能新生儿辐射台3台

多普勒胎心监护仪 6台 多普勒胎心监护仪 6台

床头设备带或吊塔（含吸氧、负 、压 、U 、漏 ）6套 床头设备带或吊塔（含 、负 、压 、U 、漏 ）6套

输液泵 9台 输液泵 9台

心电监护仪 3台 心电监护仪 3台

宫腔检查镜 1台 宫腔检查镜 1台

超高端彩超 1台 超高端彩超 1台

尿常规分析仪 2台 尿常规分析仪 2台

电解质分析仪 1台 电解质分析仪 1台

荧光免疫分析仪 1台 荧光免疫分析仪 1台

电子膀胱软镜 1套 电子膀胱软镜 1套

电动轮椅 1台 电动轮椅 1台

陪护椅 14把 陪护椅 14把

餐桌 21个 餐桌 21个

床头柜 14个 床头柜 14个

宽频声导抗 1台 宽频声导抗 1台

电钻 1台 电钻 1台

注射泵 10台 注射泵 10台

输液泵 10台 输液泵 10台

经皮测胆仪 1台 经皮测胆仪 1台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设备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设备安装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设备安装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全自动干式免疫分析仪 98000元/台

成本指标

输液泵 5600元/台

超声脉冲电导治疗仪 ≤50000元/台 恒温仪 10000元/台

智能微剂量X射线骨龄仪成本 800000元/台 营养定量分析软件（孕 ）260000元/台

医用超低温冰箱 100000元/台 监护仪 30000元/台

发热门诊项目 5000000元/项 生物测量仪 260000元/台

新冠肺炎实验室 440000元/项 角膜地形图 160000元/台

输液泵 5600元/台 眼科AB超 98000元/台

超声骨密度仪（骨密度仪） 220000元/台 视觉电生理 80000元/台

血小板恒温保存箱 18500元/台 综合验光仪 150000元/台

注射泵 6500元/台 间接检眼镜 10800元/台

医用冷藏柜 3030元/台 医用冷藏冷冻箱 30000元/台

除颤监护仪 19800元/台 核酸提取仪 150000元/台

手持测温热像仪 3500元/台 手术床 400000元/台

AED立式柜 2600元/台 麻醉机 600000元/台

床旁心电图机 18000元/台 高端监护仪 400000元/台

胎儿监护仪（胎心监护仪） 42500元/台 膨宫机 300000元/台

T-组合婴儿复苏器（新生儿T组 ）42000元/台 电子支气管镜及配套3300000元/台

输液泵 5600元/台 药品冷藏箱 100000元/台

恒温仪 10000元/台 呼出气NO监测仪 120000元/台

营养定量分析软件（孕期营养 ）260000元/台 T组合 100000元/台

监护仪 30000元/台 无创呼吸机 200000元/台

生物测量仪 260000元/台 转运暖箱 250000元/台

角膜地形图 160000元/台 转运呼吸机 650000元/台

眼科AB超 98000元/台 PICC定位监护仪 10000元/台

视觉电生理 80000元/台 模型 50000元/套

综合验光仪 150000元/台 床单元臭氧消毒机 30000元/台

间接检眼镜 10800元/台 便携式新生儿监护仪30000元/台

医用冷藏冷冻箱 30000元/台 多功能新生儿辐射台300000元/台

核酸提取仪 150000元/台 多普勒胎心监护仪 5000元/台

手术床 400000元/台 床头设备带或吊塔（含 、负 、压 、U 、漏 ）100000元/套

麻醉机 600000元/台 输液泵 10000元/台

高端监护仪 400000元/台 心电监护仪 20000元/台

膨宫机 300000元/台 宫腔检查镜 300000元/台

电子支气管镜及配套设备 3300000元/台 超高端彩超 4000000元/台

药品冷藏箱 100000元/台 尿常规分析仪 9800元/台

呼出气NO监测仪 120000元/台 电解质分析仪 70000元/台

T组合 100000元/台 荧光免疫分析仪 30000元/台

无创呼吸机 200000元/台 电子膀胱软镜 797020元/套

转运暖箱 250000元/台 电动轮椅 27800元/把

转运呼吸机 650000元/台 陪护椅 2300元/把

PICC定位监护仪 10000元/台 餐桌 1000元/个

模型 50000元/套 床头柜 600元/个

床单元臭氧消毒机 30000元/台 宽频声导抗 450000元/台

便携式新生儿监护仪 30000元/台 电钻 100000元/台

多功能新生儿辐射台 300000元/台 注射泵 10000元/台

多普勒胎心监护仪 5000元/台 输液泵 10000元/台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床头设备带或吊塔（含吸氧、负 、压 、U 、漏 ）100000元/套

成本指标

经皮测胆仪 25000元/台

输液泵 10000元/台 无影灯 100000元/台

心电监护仪 20000元/台 全自动干式免疫分析98000元/台

宫腔检查镜 300000元/台 超声脉冲电导治疗仪≤50000元/台

超高端彩超 4000000元/台 智能微剂量X射线骨800000元/台

尿常规分析仪 9800元/台 医用超低温冰箱 100000元/台

电解质分析仪 70000元/台 发热门诊项目 5000000元/项

荧光免疫分析仪 30000元/台 新冠肺炎实验室 440000元/项

电子膀胱软镜 797020元/套 输液泵 5600元/台

电动轮椅 27800元/把 超声骨密度仪（骨密 ）220000元/台

陪护椅 2300元/把 血小板恒温保存箱 18500元/台

餐桌 1000元/个 注射泵 6500元/台

床头柜 600元/个 医用冷藏柜 3030元/台

宽频声导抗 450000元/台 除颤监护仪 19800元/台

电钻 100000元/台 手持测温热像仪 3500元/台

注射泵 10000元/台 AED立式柜 2600元/台

输液泵 10000元/台 床旁心电图机 18000元/台

经皮测胆仪 25000元/台 胎儿监护仪（胎心监 ）42500元/台

无影灯 100000元/台 T-组合婴儿复苏器（新 T组 ）42000元/台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及安装工程18421200元/项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医院诊疗水平 提高95% 社会效益指标 医院诊疗水平 提高95%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 提高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 提高95%

负责人： 经办人： 梁三玲 联系电话： 13835777388 填报日期：    20220104103432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医疗设备尾款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临汾市儿童医院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1,796,544 年度资金总额： 21,796,544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21,796,544       单位自筹 21,796,544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做为本市唯一一家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我院努力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承担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优生指导
、信息咨询、随访服务、生殖保健工作，开展孕前优生优育健康检查和孕期出生缺陷综合防控等工作，进一步加大妇幼重
大公共卫生项目力度，完善妇幼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妇幼保健服务水平以及本院医疗水平，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
死亡率，提高婚姻健康水平，加强出生缺陷干预，更好地服务辖区居民，提高儿科、新生儿科、产科、妇科的诊疗水平与
服务能力。      

立项依据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新生
儿疾病筛查技术规范》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更好地服务辖区居民，购置医疗设备，提高儿科、新生儿科、产科的诊疗水平
、以应对日益增加的患者。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管理制度：根据患者的增加，以及各科室发展计划及可行性论证，提出购置申请，由医学装备管理委员会通过后，上
报市财政局，按程序进行评审、招投标，之后进行购置设备，跟踪安装，确保质量百分百合格，后期进行经济效益分析。 
财务管理制度：加强经费合理使用和资金使用监管，完善部门执行预算制度和经费使用管理，所有经费均纳入部门预算，
项目落实责任，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管理，包括制定项目管理方案，检查并督导工作制度，对项目开展进行质量控制，对
资料及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核。

项目实施计划
相关设备明细、资金规模已上级批复，交由交财政审批，审批通过后交评审中心进行评审，评审中心下达评审结果后，已
组织人员进行招标，招标完成后进行设备的供货，包括安装、调试、试运行、培训、以及项目的验收，2022年支付剩余尾
款。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2年支付完2021年剩余款项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待支付剩余款项数 88项 数量指标

待支付剩余款项数 88项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支付尾款及时性 及时

支付尾款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支付尾款金额 ≤21796544元 成本指标

支付尾款金额 ≤21796544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医院诊疗水平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医院诊疗水平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提高患者满意度 提高

提高患者满意度 提高

负责人： 经办人： 梁三玲 联系电话： 13835777388 填报日期：    20220104103721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医院日常运行维护-日常业务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临汾市儿童医院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12,874,627 年度资金总额： 70,958,209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212,874,627       单位自筹 70,958,209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我院承担全市妇女儿童健康保障任务，放开二胎后，儿科患者明显增多，医疗服务任务加重，为更好服务人民健康，提高
全民健康素养，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弥补财政补助的不足，用医疗收入解决部分人员、日常支出。 

立项依据
我院承担全市妇女儿童健康保障任务，放开二胎后，儿科患者明显增多，医疗服务任务加重，为更好服务人民健康，提高
全民健康素养，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弥补财政补助的不足，用医疗收入解决部分人员、日常支出。 

项目设立必要性 解决财政资金不足，维护医院公益性地位，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服务全民健康。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执行资金支出制度、严格对照预算，加快项目进度，严格人员配置。控制不合理费用支出。

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对照预算，根据项目进度，人员配置、资金支出制度，按照工作实际安排支出医院运行维护经费。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满足医院全年正常运行需求，实现医院公益性运行目的，服务于民。 满足医院正常运转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度工作目标完成率 100% 数量指标 年度工作目标完成率100%

质量指标 工作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工作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工作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工作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医院运转成本 ≥7095.82万元 成本指标 医院运转成本 ≥7095.82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提高 经济效益指标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提高医疗服务能力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提高医疗服务能力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续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续管理制度健全性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患者就医满意度 ≥8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患者就医满意度 ≥85%

负责人： 经办人： 关建华 联系电话： 2211296 填报日期：    20211126184603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医院日常运行维护-日常维保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临汾市儿童医院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8,267,000 年度资金总额： 6,089,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18,267,000       单位自筹 6,089,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我院承担全市妇女儿童健康保障任务，放开二胎后，儿科患者明显增多，医疗服务任务加重，为更好服务人民健康，提高
全民健康素养，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弥补财政补助的不足，用医疗收入解决部分人员、日常支出。 

立项依据 （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中国妇女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项目设立必要性 解决财政资金不足，维护医院公益性地位，维持医院日常运转，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服务全民健康。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执行资金支出制度、严格对照预算，加快项目进度，严格人员配置。严格招投标手续，控制不合理费用支出。 

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对照预算，根据项目进度，人员配置、资金支出制度，按照工作实际安排支出医院运行维护经费。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满足医院全年正常运行需求，实现医院公益性运行目的，服务于民。
满足医院全年正常运行需求，实现医院公益性运行目的，

服务于民。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作完成率 100% 数量指标 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完工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完工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完工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完工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全年维保成本 ≤6089000元 成本指标 全年维保成本 ≤6089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医疗服务质量 提高 经济效益指标 医疗服务质量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医疗服务能力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医疗服务能力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到位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到位率 100%

后续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后续管理制度健全性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单位人员满意度 ≥8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单位人员满意度 ≥85%

负责人： 经办人： 关建华 联系电话： 2211296 填报日期：    20211126182756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医院日常运行维护-运转类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1-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临汾市儿童医院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5,399,600 年度资金总额： 5,133,2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15,399,600       单位自筹 5,133,2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我院承担全市妇女儿童健康保障任务，放开二胎后，儿科患者明显增多，医疗服务任务加重，为更好服务人民健康，提高
全民健康素养，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弥补财政补助的不足，用医疗收入解决部分人员、日常支出。

立项依据 （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中国妇女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项目设立必要性 解决财政资金不足，维护医院公益性地位，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服务全民健康。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执行资金支出制度、严格对照预算，加快项目进度，严格人员配置。控制不合理费用支出。

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对照预算，根据项目进度，人员配置、资金支出制度，按照工作实际安排支出医院运行维护经费。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满足医院全年正常运行需求，实现医院公益性运行目的，服务于民。
满足医院全年正常运行需求，实现医院公益性运行目的，

服务于民。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作完成率 100% 数量指标 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工作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工作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工作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工作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医院运行维护经费 ≤5133200元 成本指标 医院运行维护经费 ≤51332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保障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提高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提高

提高医疗服务能力 提高 提高医疗服务能力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到位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到位率 100%

后续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后续管理制度健全性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单位人员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单位人员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关建华 联系电话： 2211296 填报日期：    20211124114152



第三部分 2022 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我单位 2022 年度收入、支出预算总计 48846.38 万元，

与上年相比收、支预算总计各减少 788.66 万元，减少 1.59%。

其中：

（一）收入预算总计 24423.19 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总计 1655.74 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1655.74 万元，与上年相

比减少 10.59 万元，减少 0.64%。主要原因是财政供养预算

人员减少，财政拨付的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减少。

4．其他资金收入预算总计 22767.45 万元。与上年相比

减少 383.74 万元，减少 1.66%。主要原因是严格预算考核，

压减非必要支出。

（二）支出预算总计 24423.19 万元。包括：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07 万元，主要用于参保人

员的基本养老、离退休人员、职业年金等社会保障支出。与

上年相比减少 10.09 万元，减少 4.92%。主要原因是 2022 年

全额财政供养人员减少；

2．卫生健康支出 24118.91 万元，主要用于医院人员工

资福利支出、日常运行维护、医用材料和药品支出、部分专



用医疗设备购置、智慧医院建设等信息化建设等支出。与上

年相比减少 404.12 万元，减少 1.65%。主要原因是严格预算

考核，压减非必要支出；

3．住房保障支出 109.21 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人员

住房公积金缴费。与上年相比，增加20.57万元，增长23.03%。

主要原因是 2022 年预算将年终奖、精神文明奖纳入住房公

积金计提基数，导致住房公积金预算金额增加；

4．基本支出预算数为 1533.74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10.59 万元，减少 0.69%。主要原因是财政供养预算人员减

少，财政拨付的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减少。项目支出预算数

为 22889.45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减少 383.74 万元，减

少 1.65%。主要原因是严格预算考核，压减非必要支出。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本年收入预算合计 24423.19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655.74 万元，占 6.78%；其他资金 22767.45

万元，占 93.22%。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本年支出预算合计 24423.19 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1533.74 万元，占 6.28%；项目支出 22889.45 万元，占

93.72%。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我单位 2022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3311.48 万元。

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减少 10.59 万元，减少



0.64%。主要原因是财政供养预算人员减少，财政拨付的人

员工资福利支出减少。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1655.74 万元，

与上年相比减少 10.59 万元，减少 0.64%。主要原因是财政

供养预算人员减少，财政拨付的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减少。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 1533.74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1409.11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736.71 万元、津贴补贴 50.64、绩效工资 261.06 万元、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46.46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

费111.9万元、职业年金缴费55.95万元、住房公积金109.21

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9.96 万元、退休费 27.22 万元。

（二）公用经费124.63万元。主要包括：水费4万元、

电费7万元、取暖费5.6万元、维修（护）费15万元、专用材

料费30万元、工会经费13.27万元、福利费23.23万元、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2.74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3.78万元

。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2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支出0万元。与上年

相比无变化。主要原因是近两年无政府安排的的基金预算支

出。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支出0万元。与上



年相比无变化。主要原因是近两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

九、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

预算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三公”经

费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2.74万元，占“三公”

经费的100%；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占“三公”经费的0%。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支出2.74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支出2.74万元，比上年2.8

预算减少0.06万元，主要原因压减一般公共支出，树立过紧

日子意识。

十、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非参公管理单位，2022年无机关运行经费。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总额12244.29万元，其中：

拟采购货物支出12180.29万元、拟购买服务支出64万元。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本部门共有车辆4辆，其中，特种专业技术用车3辆，价

值60.20万元，均为救护车；其他用车1辆，为公共卫生督导

用车，价值22.65万元。

十三、预算绩效目标设置情况说明



2022年度，本部门单位共17个项目纳入绩效目标管理，

涉及财政性资金合计122万元；本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纳入、

绩效目标管理，涉及财政性资金1655.74万元，单位资金

22767.45万元。

十四、其他说明

本部门未使用政府债券。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

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二、单位资金收入：包括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等。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三公”经费：指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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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

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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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

用经费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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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