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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能

上饶市人民医院是全市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雄厚、医疗设

备最先进的医疗服务中心，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

健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二、单位基本情况

医院环境优美，医院水南院区占地面积 4.6 万平方米，医疗

用房建筑总面积 128663 万平方米。设有临床科室 30 个，医技科

室 11 个，编制床位 1400 张，开放床位 1600 张，医院年门诊量

约 50 万人次，年收治病人约 5万人次。2016 年，在市委、市政

府的支持下，准备筹建城北院区，占地 113 亩，建筑面积 16 万

平方米，开设病位 1500 张，预计 2020 年投入使用。

医院 2020 年年末实有人数 2354 人，其中在职人员 1753

人，离休人员 6 人，退休人员 421 人；年末其他人员 17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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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0 年度单位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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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0 年度单位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度收入总计 119149.16 万元，其中年初结转

和结余 0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1405.26 万元，增长 1.19 %；本

年收入合计 119149.16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1405.26 万元，增

长 1.19%，主要原因是：由于疫情的原因，财政拨款今年增加拨

款 10000 万元。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17855.51 万元，占

14.98%；事业收入 100522.71 万元，占 84.36 %；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其他收入 770.94 万元，占 0.66 %。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度支出总计 107202.7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

合计 107202.7 万元，较 2019 年减少 3973.68 万元，下降

3.57 %，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北院建设进度较慢；年末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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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余 9643.55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9643.55 万元，主要原因

是北院建设资金结转。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 104864.59 万元，占

97.81%；项目支出 2338.12 万元，占 2.19 %；经营支出 0万元，

占 0%；其他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上缴上级支出） 0万

元，占 0 %。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3713.75

万元，决算数为 9643.5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59.67 %。其

中：

（一）卫生健康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3713.75 万元，决算数为

6798.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83.05%，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

为了疫情防控，增加资金支出。

（二）其他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决算数为 1413.66 万元，

较预算增加支出 1413.66 万元，为建设城北院区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6798.3

万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3718.5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230.64

万元，增长 6.61%，主要原因是新招聘较多工作人员，增加人员

支出。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2094.92 万元，较 2019 年减少 8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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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下降 79.34 %，主要原因是：2019 年北院建设支出均归入

该项目，本年归入资本性支出。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984.88 万元，较 2019 年增

加 820.38 万元，增长 498.71 %，主要原因是给离退休人员发放

绩效等。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说明

未安排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支出，根据预算

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度机关支行支出为 0，较年初预算 168.5 万

元，减少 168.5 万元，因本单位决算时未安排财政拨款办公经费

七、 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单位）国有资产占用情

况见公开 10 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表》。其中车辆中的其他用

车主要是救护车，单价 50 万元（含）以上的通用设备是 60 台，

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的专用设备是 90 台。

八、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8265.86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 8265.86 万元，授预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5865.86

万，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7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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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院对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

支出所有二级项目2个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 760.2 万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32.5 %。

单位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等 2

个项目开展了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60.2万元，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 0万元，以上项目均采用自评方式。从评价情况来

看，平均为99分，情况较好。

（二）单位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应当将2020年度市

级部门决算项目绩效自评综述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进行公

开。）

我单位今年在市级部门决算中反映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绩效自评结果。

项目绩效自评总体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医疗服

务能力提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99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742

万元，执行数为 742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较优，严格按照年初的预算执行。

（三）单位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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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应以财务会计制度、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以及部门预

算管理等规定为基本说明，可在此基础上结合部门实际情况适当

细化。“三公”经费支出和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口径必需予以说明。

（一）财政拔款：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

的收入，如医疗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

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四）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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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2018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五）年初结转和结余：指 2018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

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余结转资金。

（六）基本支出是行政事业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

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

（七）项目支出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

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的预算支出以外，财政预算专款安排的支

出。

（八）“三公经费”支出。反映本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发生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等方面的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