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南县卫生健康局 2019 年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机构设置 

洛南县卫生健康局是政府主管卫生健康事业的工作部门，正

科级建制，承担着全县人民群众的医疗救治、预防保健、公共卫

生、老龄服务、计划生育服务等工作任务。内设办公室、政工政

策股、医政医管股、疾控妇幼股、健康指导股和财务和规划股等

6 个股室。机关共有职工 47名。下辖 348个医疗卫生计生单位，

其中：县级医疗卫生计生单位 6 个、民营医院 4 个、镇卫生院

16个、村卫生室 244个、个体诊所 78 个。局机关是县级财政二

级预算单位，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计生执法队、计生协会和

局机关合署办公，财务没有单列，工作经费统一核算，执行行政

单位会计制度，下辖 22 个医疗卫生计生单位，执行事业单位会

计制度。 

（二）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国家卫生健康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组织拟

订全县国民健康政策，协调推进健康洛南战略实施；拟订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规范性文件草案，拟订全县卫生健康规划和政策措施，

制定卫生健康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并组织实施。统筹规划全县卫

生健康资源配置；指导区域卫生健康规划编制和实施。负责卫生

健康信息化建设，依法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制定并组织实施推进

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和公共资源向基

层延伸等政策措施。    

(2)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贯彻落实国家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重大方针政策；研究提出全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重大政策、措施的建议；组织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健全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制定并实施推动卫生健康公共服务提供主体

多元化、方式多样化的政策措施，提出全县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

政策的建议。 

  (3)制定并组织落实全县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国家免疫规

划以及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负责卫生应

急工作，组织指导全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

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发布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信息、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信息。 

  (4)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负责推

进全县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工作，推动老龄事业和产

业发展，促进医疗与旅游、体育、食品和互联网等行业深度融合。 

  (5)组织实施国家药物政策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拟订全县

药物政策，执行《药典》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开展药品使用监测、

临床综合评价和短缺药品预警，提出基本药物流通的政策建议。 

  (6)负责制定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

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管理的规范标准和政

策措施；负责传染病防治监督，建立健全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体系；

组织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牵头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工

作。 

 (7)负责制定全县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业管理办法并监督

实施；建立健全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会同有关部门贯

彻执行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资格准入标准；制定全县医疗机构

及其医疗服务、医疗技术、医疗质量、医疗安全管理的规范、标



准和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规则、服务规范，并组织实施。 

 (8)贯彻落实全县计划生育政策，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

工作，开展人口监测预警，研究提出人口与家庭发展相关政策建

议，制定优生优育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 

(9)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县基层卫生健康服务、妇幼健康发展

规划和政策措施，指导基层医疗卫生、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基层卫生健康机构运行新机制和乡村医生管理制度。 

(10)组织拟订全县卫生健康人才发展和科技发展规划，指导

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发展；会同有关

部门开展国家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和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等毕业

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 

(11)指导制定全县中医药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纳入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总体规划和战略目标。 

(12)负责卫生健康宣传、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等工作。 

(13)负责县保健对象的医疗保健工作，承办县委、县政府以

及县委保健委员会委托或指定的有关保健医疗方面的工作任务

及相关事项；负责在洛南召开的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的医疗卫生

保障工作。 

(14)负责全县职业安全健康领域的监督管理工作。 

(15)指导县计划生育协会业务工作。     

(16)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2019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一)多措并举，健康扶贫工作规范推进 

1.强化统筹协调，加强组织领导。始终坚持以讲政治、高

站位、敢担当的工作姿态，将健康扶贫作为卫健工作的重点,强



化健康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县健康扶贫工作的领导，推行健康

扶贫工作“周碰头”研究部署健康扶贫工作制度。优化了办公设

施设备，加强了工作人员，明确了工作职责，细化了工作分工，

建立健全了健康扶贫各项工作制度，规范健康扶贫工作流程，强

有力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保障，为做实做好健康扶贫工作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确保了健康扶贫工作健康稳步有效开展。 

2.加强排查资助，实现贫困人口参合参保全覆盖。对全县

29965户、102442人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了多轮参合参保比

对认定，确保了贫困人口 100%参合参保。完成了全县贫困人口

参合审核认定工作，并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出据一份参合参保

达标认定单。严格落实资助贫困人口参合参保政策，按每人 120

元标准资助贫困人口，全县投入资金 993.52 万元，定额资助

82793名一般贫困人口参合参保，县民政局按照 220元标准，全

额资助 2183名特困人员参合参保，确保资助政策落实到位。 

3. 强化保障措施，健康扶贫政策精准落实到位。按照国家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框架规范运行健康扶贫

综合保障政策。取消一级医疗机构（含乡镇卫生院）参保贫困人

口住院不设起付线政策，农村贫困人口大病起付线降低50%。农

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控制在

80%-85%以内；持续落实在县政务中心、县级三家公立医院、16

个镇卫生院设置“一站式”服务窗口，实行贫困人口就医报销“

一站式”结算。严格实行贫困人口在县域内就医“先诊疗、后付

费”制度。2019脱贫年度，全县贫困人口住院26203人次，住院

总费用16251.16万元，政策范围内费用15648.20万元，报销金额

合计12998.21万元，经“三重保障”后住院政策范围内费用报销

比例80-85%。 



4.精准靶向施策，大病慢病服务效能不断优化。认真落实

国省市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要求，扎实开展救治工作，救

治病种由 11 种增加至 25 种，全县救治 1108 人。在全县实施新

增和返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免费体检，建立和完善动态管理的电

子健康档案，准确分类、精准施治。实施“大病集中救治”，对

筛查核准的 25种大病对象，建立台账，实行“一人一档、一病一

方”，集中救治，统筹管理。累计救治 25种大病患者 717例（其

中 2019年救治 449例）。积极创新“慢病签约服务”模式，按照

“1+3+1”模式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县级指导医生 1 名，

镇办全科医生、公卫医生、医技或护士各 1 名，村医 1 名），做

实做好三大类 16种慢病规范签约和服务管理。对高血压、糖尿病、

肺结核、严重精神障碍、大骨节病、克山病、氟骨症、Ⅱ度及以

上甲状腺肿大患者每年至少随访 4次；对患有脑血管病、冠心病、

慢阻肺、重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等 6

类慢性病的贫困人口，针对每人开具发放健康教育处方，每年提

供 1次随访服务，慢病签约服务管理 17732人。 

5.规范档案管理，健康扶贫档案质量大幅提升。按照先行

试点，成熟推进的办法，在永丰镇开展了健康扶贫规范化档案建

设试点工作，通过多方考核论证，在确认试点工作成熟的基础上，

通过召开“洛南县健康扶贫质量提升推进现场会”的形式，在全

县推广永丰镇健康扶贫档案资料科学、规范化管理经验。认真落

实“四比两提升”（比认真、比细致、比规范、比精准，着力提

升健康扶贫质量，着力提升健康扶贫群众满意度）工作要求，在

规定时限内，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健康扶贫档案资料规范整理，助

推了健康扶贫工作总体质量大提升。 

(二)深化改革，综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1.分级诊疗制度稳步推进。认真贯彻落实全省石泉医改工

作现场会议精神，精心调研，结合洛南实际，制定了《洛南县建

立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施方案》，按照方案组建了以县医院、

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为龙头，分别与县域内东西北路所辖的

镇卫生院及相应所辖区域的村卫生室分别组建三个医共体，即县

医院医疗集团、县中医院医疗集团、县妇幼保健院医疗集团，在

原有的机构设置、行政建制、功能定位、财政投入机制不变的基

础上，实行行政、人员、业务、药械、财务、绩效、考核等的“七

统一”管理。同时按照《洛南县分级诊疗实施方案》，在全县持

续开展了以医保为杠杆的省市县镇医疗机构双向转诊制度，开展

对口支援，建立专科联盟，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极大方便群

众就医，有力降低了医药费用负担。 

2.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初步建立。将县中医院作为全省现代

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单位，县中医院多次参加省上培训，参观学习

先进单位经验，成立组织机构，制定了实施方案和公立医院章程，

实行党委书记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在全院开展了全员聘任制和

工资绩效考核制度改革，全面落实医疗核心制度，医院管理逐步

规范。 

3.全民医保制度不断完善。以实施健康扶贫为抓手，建立

了“异地就医结算，”“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制

度，落实了“一降、两提、两免、三保障”政策措施。 

4.药品供应保障实现创新。从生产、招采、配送到使用等

供给侧全程发力，推行药品耗材采购两票制，按照组建市场＋带

量采购的思路，实行全省联合采购，最大程度挤压药品流通领域

价格水分，有力降低了药品价格，让利于患者。 

5.卫生健康信息化应用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督促指导基层



单位完善全员人口信息系统，实行信息月变更制度，及时处理人

口一证通中存在的问题，保障“一证通”各项业务系统正常运行。

按照“县级强、乡级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的卫生健康

信息化工作总方针，制订上报了县域远程医疗系统项目建设实施

方案、评审、采购手续的申报审批，项目挂网招标等工作，12

月份召开了项目启动会，目前项目已进入实施阶段。加强网络管

理，防范网络安全重大风险，印发了《洛南县卫生健康局关于落实

卫生健康行业网络信息与数据安全责任的通知》，明确各单位责任。

针对 11月份个别单位信息系统出现的具体问题，邀请相关信息科

技公司工程师，对县域平台、合疗系统以及各医院信息系统进行

了网络安全风险评估，针对软件系统和机房硬件存在的问题，制

定了网络信息建设安全加固方案和加固产品配置方案，目前各信

息系统运行平稳，系统加固工作有序推进。 

（三）综合施策，公共卫生服务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1.规范实施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工作规范（第三版）》。落实逐级分类培训制度，县镇

村项目工作人员培训率达100%。累计管理高血压患者51182例、2

型糖尿病患者11110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2462例，规范管理率

分别达89.69%、86.48%和90.05%。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

98.22%，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率达80.5%。 

    2.有效落实疾病防控措施。认真实施免疫规划工作，在全省

率先建成17个省级示范标准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建成冷链温度

检测系统，坚持每月一次冷链运转，实现了预防接种信息化服务

管理。适龄儿童建证建卡率达100%，接种率达96%以上，预防接

种信息管理率及目标儿童接种信息上传率均达100%，预防集中接

种信息互联互通走在全市前列。落实专病专策防治策略。治疗结



核病患者232例，处置犬伤患者810例，艾滋病患者治疗管理率达

100%，重点人群乙肝补种率达到95%。法定传染病报告率、报告

及时率均达100%，全县无重大疫情发生。开展地方病救治三年攻

坚行动，对42例大骨节病患者实行医疗救治，纳入慢病管理签约

服务。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发放宣传资料12种15万余份（册），

制作宣传专栏375个1500期次、宣传展板110块。进一步完善卫生

应急工作机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率、报告及时率、网络直

报率、报告完整率、事件评估率均达到100%。 

    3.认真做好妇女儿童保健工作。在全县建成了危重新生儿、

孕产妇救治中心，认真实施妇幼基本和重大公卫服务项目，组织

实施叶酸普服、孕产妇和新生儿疾病筛查、“两癌”筛查等重大

公共卫生妇幼项目。全县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巩固在95%以上，孕

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控制在0/10万和3.01‰以内，妇幼

健康水平得到提升，在全市新生儿急救技能竞赛中获得金奖。 

4.持续抓好爱国卫生工作。以创促巩，不断巩固提高省级

卫生县城创建成果，积极动员广大群众集中开展病媒生物滋生地治理

工作，组织开展病媒孳生地调查工作，在调查的基础上，与陕西康安环

境工程有限专业消杀公司签订病媒消杀合同，投资 15 万元对城区及周

边餐饮店、酒店宾馆、超市、机关单位、学校、医院、车站等公共领域

进行了病媒生物集中消杀。同时，完成了永丰镇和四皓街办水源地保

护 26 户群众改厕工作。医疗废弃物处置工作进一步规范。加强健

康教育宣传，督促城区各单位设立健康教育专栏，每季度更换 1

次；以公民健康素养 66 条为主要内容，结合“爱国卫生月”等

各类卫生日主题开展经常性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宣传栏、黑板报、

标语等宣传阵地，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印制了《健康

教育宣传册》、《病媒生物防制知识宣传册》3000 份，发放到



全县市民和机关单位，使广大群众对除四害防病意识及大卫生意

识不断增强，形成了爱国卫生工作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良好格

局。组织开展卫生镇、村创建活动，多次深入镇、村进行现场技

术指导，四皓街道办南沟社区、桃官坪村顺利创建为市级卫生村，

已被市爱卫办正式命名，省级卫生县城复审顺利通过。 

（四）强化管理，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1.推进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扎实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

活动，推进镇（办)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积极开展县镇医疗机

构达标认定工作，确保县、镇两级医疗机构全部达标，切实解决

群众“有地方看病、有医生看病、有制度保障”的问题。进一步

规范医疗机构信息管理，先后完成卫健系统电子证照目录采集、

第四次经济普查311家医疗机构信息采集及报送工作，新审批个

体诊所2家，注销民营医院1家。 

2.加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根据卫健单位专业人才需

求，按照 2019年定向招聘计划，通过面谈、考试、考察、体检

和政审等程序，为全县聘用 46名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签订

农村定向免费医学生就业协议 7人，招聘 3名人已到岗；接收

15名事业单位招聘人员，2名“三支一扶”，年内为我县招聘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 68 人。实施国省紧缺人才、骨干医师、规范化

培训、全科医师培训等培训项目，组织实施了 2019年全县基层

服务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培训骨干医师 6人，护士 20人，院长

16人，如期完成卫健行业基层服务能力提升系统中县、镇、村

三级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信息采集录入上报工作。完成 2019年医

师资格考试现场审核和护士注册 1290 人次。核查上报在册乡村

医生 656人，完成乡村医生再注册 498人；开展乡村医生执业情

况排查整顿活动，注销退出乡村医生 66名，延续乡村医生 14人，



新聘乡村医生 10人，4人被授予商洛市第二届最美医生最美护

士最美乡村医生，保安镇文峪村乡村医生刘海运被授予全省第三

届三秦最美医务工作者。 

3.扎实开展医疗质量整顿和应急保障工作。在全县先后组

织开展了医院感染防控、医疗质量安全督查和民营医疗机构医疗

质量督查活动，各医疗机构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整改存在问

题。县上组织人员开展专项督查，配合完成市级院感防控督查，

督促相关医疗机构积极做好市级反馈问题整改。依法处置医疗纠

纷 15起。配合市卫健委开展第十六个“世界献血者日”庆祝活

动，组织无偿献血 200余人次。组织医护人员顺利完成全县郁金

香节、2019年“森弗杯”环秦岭国际自行车赛、2019年中高考、

核桃大会等全县重点事项医疗保障工作。 

4.扎实开展优质便民服务活动。以解决行业乱象及漠视群

众利益突出问题为抓手，在全县各医疗机构深入开展了医疗机构

标准化、医德医风建设、“三学三比三评三树”、数字化预防接

种、“一站式”便民服务、“一站式”即时结算、医疗费用公开

公示、医疗关系投诉受理、县级医生下基层帮扶等八项便民服务

活动。10月至 11月，利用 2个月时间，在全县开展了以“庆丰

收.送健康”为主题的农民丰收节义诊活动，西安交大一附院、

江宁区医疗帮扶队和县医院、县中医院组成义诊团队，分赴城关、

保安、洛源、巡检、寺耳等镇（办），开展了大型义诊活动，为

群众送医送药、送健康等多种形式的便民服务活动，有效提升了

群众的满意度。 

5.积极实施对口帮扶工作。积极实施江宁区人民医院和西

安交大一附院帮扶县医院、县级医院帮扶镇（办）卫生院的对口

帮扶项目，派驻专家坐诊、开展学术讲座、查房、义诊、巡诊等



帮扶活动，帮扶县医院建成心血管外科和肝胆外科重点专科，提

升县级医院综合服务能力。 

6.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发挥中医药服务基层指导作

用，统筹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组建了四皓街道卫生院、永丰镇卫

生院、保安镇卫生院及其村卫生室的“医联体”服务工作机制，

促进分级诊疗，上下互动模式。加强中医药人才培训培养及中医

文化宣传，组织县镇村医务人员320多人开展了中医药适宜技术

培训,46人获取了《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推进镇卫生

院“中医馆、中医堂”建设，全国中医药基层先进单位复审顺利

通过；加强县、镇中医药服务规范管理，开展了中医“保健市场”

百日整治活动,摸排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机构146家，开展中

医“保健”市场宣传教育44人次，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联合执

法检查55人次，下发检查意见书26份，约谈整改55家。开展了2019

年度中药饮片采购验收专项检查工作，下发检查意见书19份，规

范了中药饮片市场管理。组织开展了地道药材遴选工作，向市卫

健委报送遴选“定制药园”4家，推荐地道药材品种3种。 

（五）优化服务，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1.加强出生人口动态监测，准确掌握人口发展态势。进一

步规范出生人口动态监测，强化计划生育统计，做好出生信息采

集和比对分析，预计12月底，全县人口出生率为8.4‰，自然增

长率稳定在2.9‰以内，出生人口性别比107。 

2.全面落实“两孩”政策，严格实施生育登记制度。继续

实行一、二孩生育登记和再生育审批制度。进一步规范完善县、

镇、村计生便民服务工作人员职责和工作流程，简化办事程序，

方便群众办事度，全年开展生育登记3951人，再生育审批54对，

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49份，做出计生鉴定706份，计生业务及



优惠政策咨询1820人次。 

3.认真落实计生家庭关爱优惠政策。慰问特殊困难计生家庭

47户，发放慰问金 23500元。落实 2019年全县独生子女和双女

户新农合补助政策 19240 户，43874 人，兑现资金 877480 元。

682名农村计生家庭子女享受中考加分政策。审核上报享受城市

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 172 人；享受独生子女保健费 3619 户，兑

现资金 118.2 万元。兑现失独家庭一次性补助金 8 户，资金 24

万元。879户农村贫困计生家庭享受移民搬迁奖励扶助政策。122

户特殊计生家庭 355人享受健康扶贫政策，落实了签约服务项目。 

4.计划生育协会工作水平不断提升。全面落实 2019全省计

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工作会议精神，动员引导全县 8008户 23380

名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成员自费购买计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认真

完成了省市协会安排的保险由免费投保变个人自筹投保的试点

工作，全年共出险 27人，赔付到位 24701.35元。为计生特殊家

庭父母办理意外疾病住院护理保险 88 户 126人，共理赔 18人次

29872.08 元。洛南县连续三年被省计划生育协会评为计生保险

工作“先进单位”。利用“5.29 计生协会会员活动日”，围绕

“助力健康陕西 促进家庭幸福”和“共奋进建新功 喜庆建国

70 年”两个主题，结合工作实际，采取多样形式，开展了“党

旗引领脱贫路 健康扶贫暖人心”系列宣传服务活动，组织开展

健康知识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等宣传、咨询、义诊活动，收

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5.老龄工作扎实推进。积极做好老龄工作中，全县建成老年

协会 207 个，其中镇（办）老年协会 3 个，村（居）老年协会

204个。年内创建市级规范化老年协会 3个，县级规范化老年协

会 20 个；全年办理 65 周岁以上老年优待证 1419 名，发放高龄



老人生活保健补贴 26360 人，2041.055 万元。扎实开展关怀关

爱老人活动，春节和“敬老月”活动期间，慰问百岁老人 6人次，

发放慰问金 4500元；慰问“五老”老人 20人，发放慰问金 4000

元、价值 500元棉衣 20套、价值 100 元人身意外保险 20份；慰

问抗战老兵 3 人，发放慰问金 1200 元、价值 500 元棉衣 3 套；

同时，在县老龄办的统一部署下，各镇（办）、部分企业、个别

社会组织也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敬老慰问活动，为老年人送去

浓浓的关爱之情。极创建市级“敬老文明号”单位，古城敬老院、

古城卫生院、灵口敬老院被市老龄委表彰命名为市级“敬老文明

号”，古城敬老院被推荐为“省级敬老文明号”创建单位。 

（六）强化监管，扎实开展卫生健康依法行政工作 

1.全面规范医疗市场秩序。2019 年，持续推进医疗市场秩

序整顿及打击非法行医和打击“两非”工作，重点整治超范围执

业、承包科室、及“黑诊所”、“假医游医”等违法行为，全面

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136人次，取缔非法行医 5

家，没收违法药品器械 15 台件，整顿退休村医非法行医问题 5

起。 

2.积极开展秦岭生态保护区公共场所监督执法。会同市场

监管局、相关镇办积极对我县洛源、巡检 2个秦岭禁止开发区和

适度开发区内所有公共场所卫生进行了监督检查，共检查公共场

所 7家，其中：强制拆除 1 家，限期整改 2 家，停业整顿 4 家。 

3.开展生活饮用水专项监督检查。加强供水单位的卫生监

督频次，加大监督和现场快速监测力度，对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擅

自供水的单位或直接供管水人员未取得体检合格证从事直接供

管水等违法行为坚决查处，保证饮用水卫生状况良好。 

4.以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制度为抓手，扎实开展各项监



督检查工作。积极落实国家下达我县的双随机检查 35户的任务，

其中学校 15 户，公共场所 5 户，游泳场所 2 户，生活饮用水供

水单位 5户，医疗卫生 1户，传染病防治 7户。已按上级时间节

点全面完成。同时配合省市完成我县辖区内的上半年双随机检查

任务。 

5.严格执行药品“三统一”管理。继续巩固提高国家基本

药物制度成果，在完善药品“三统一”工作的基础上，实行集中

挂网采购，继续实行药品统一集中结算。提高基本药物配送率，

缩短付款周期，严格执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推动基本药物制度稳

步健康运行。同时，继续加强中药饮片及医用耗材采购管理，保

障质量安全。 

（七）加大投资，卫生健康项目建设稳步实施 

1.标准化预防接种门诊项目建设。作为2019年县政府为民承

诺十件实事之一，访项目是根据省市统一部署，按照省级标准，

总投资680万元，在全县范围内高规格规划，高标准建设，项目

于3月开始实施, 8月底前全部建成投入运行。全县共建设数字化

预防接种门诊点17个,其中城关街办2个,其余15各镇办各一个。

建成后的数字化接种门诊，彻底改变了以村级为主，手工记录信

息的传统预防接种模式，实现了预防接种的数字化、信息化，得

到了省市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充分肯定，整体提升了全县预防接种

服务能力和水平。目前，全县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已完成6万余

目标人群接种工作,国家免疫规划接种率均达95%以上。 

2.镇办心电远程会诊系统项目。该项目也是 2019 年县政府

为民承诺十件实事之一。为确保项目工作如期完成，研究制定了

时间表和任务图，争取苏陕协作资金 145.8万元，通过招标等规

范程序，落实了心电远程会诊系统的招标采购，设备安装调试、



人员培训等工作，于 8月底前全面建成。建成后的心电远程会诊

系统，实现了全县镇办心电远程会诊全覆盖，全县 16个镇（办）

卫生院与县医院实现心电远程会诊，极大提升了镇办医疗服务能

力及服务质量，让群众足不出镇就能享受到县级二甲医院的优质

医疗诊断服务。目前,上传心电远程诊断信息 1115条，诊断 1115

例。 

3.推进标准化村级卫生室建设。按照“统一图纸设计、统

一建设规模、统一装修风格、统一制度标牌、统一人员服饰、统

一办公文档”六统一规划设计，新建四皓街办马河村、石门镇太

白岔村、景村镇兑山村、古城镇四联村标准化卫生室4个，改建提

升村级卫生室28个，全县建成标准化村卫生室244所。 

（八）从严管理，卫生健康行业作风建设持续好转 

1.不断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民营医院

党的建设，为3个民营医院选派了党建指导员，定期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以挂靠组建的形式，将友好医院、华阳眼科医院、

女子伊人医院挂靠至县合疗办党支部，建立联合支部达到了党的

工作全覆盖。在县中医院、疾控中心、合疗办共4个标准化支部

建立了支委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由局机关4名支委分别联系指

导16个股室的日常党建工作。加强民营医院党的建设，为3个民

营医院选派了党建指导员。以挂靠组建的形式，将友好医院、华

阳眼科医院、女子伊人医院挂靠至县合疗办党支部，建立联合支

部，使县直卫健系统党组织达到全覆盖。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庆祝中国共产党98周年活动。组织观看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袁隆平等先进典型事迹、《榜样4》等

专题片，号召全体干部学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商洛市医院

儿科主任张晓慧先进事迹，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不断提高主题教



育针对性和实效性；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电影晚会，

组织卫健系统党员干部210人集体观看电影《周恩来回延安》，

勉励广大干部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认真工作

，坚定信仰。  

2.狠抓卫生健康行业作风专项治理。持之以恒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元旦、春节、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

重要时间节点，先后开展了违规收送礼金礼品、“四查四看四落

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八个了之” 等专项整治活动。以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为契机，对本系统比较突出的“‘医闹’、违

规执业、医疗骗保、‘微腐败、医腐败’，乱收费、诱导消费和

过度诊疗”等行业乱象进行了集中整治。 

3.深化党风廉政教育，加大执纪审查力度。在全系统开展

了第二个纪律教育宣传月活动。在重要时间节点，分级分层开展

廉政谈话提醒。将纪律教育学习宣传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专题教育、主题党日活动相结合，开展了以“明纪律、知敬畏、

存戒惧、守底线、做表率”为主题的研讨活动。利用赵正永、魏

民洲、冯新柱等反面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干部职工观看

了《蜕变的灵魂》等警示教育专题片。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教育

，使党员干部的党纪观念、法律意识、廉洁自律意识进一步增强

，筑牢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充分发

挥“信、访、网、电”平台作用，公开举报咨询电话，大力发挥

基层党组织作用，认真查纠健康扶贫、奖励扶助政策落实中的优

亲厚友等不按政策要求办事问题，认真排查，加大办理力度，对

有问题的单位和干部，进行约谈提醒。共计督办查办上级交办、

群众反映和自查问题线索7条。先后诫勉谈话2人，约谈提醒8人，

批评教育16人。 



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同时，统筹做好扶贫包村、人大政协、安

全生产、信访综治维稳、平安建设、保密、统战、工青团妇等工

作。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部门 2019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包括本级及所

属 23个下级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1 洛南县卫生健康局本级（机关） 

2 洛南县医院 

3 洛南县中医医院 

4 洛南县妇幼保健院 

5 洛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 洛南县卫生监督所 

7 洛南县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站 

8 洛南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中心 

9 洛南县城关街道卫生院 

10 洛南县四皓街道卫生院 

11 洛南县永丰镇卫生院 

12 洛南县洛源镇卫生院 

13 洛南县保安镇卫生院 

14 洛南县石门镇卫生院 

15 洛南县石坡镇卫生院 

16 洛南县巡检镇卫生院 

17 洛南县麻坪镇卫生院 

18 洛南县寺耳镇卫生院 

19 洛南县景村镇卫生院 

20 洛南县古城镇卫生院 

21 洛南县三要镇卫生院 

22 洛南县灵口镇卫生院 

23 洛南县高耀镇卫生院 

24 洛南县柏峪寺镇卫生院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9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196人，其中行政编制



29 人、事业编制 1167人；实有人员 1660人，其中行政 47人、

事业 1613人。 

编制人数 实有人数

合计 1196 1660

行政人数 29 47

事业人数 1167 1613

退休人数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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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部门人员情况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9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 2018年度总收入 48998.39 万元，2019年收入

52751.1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752.8万元，增长率为 7.7%；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实施健康扶贫大病集中救治政策后，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住院人数增加，公立医院事业收入（医疗收入）

也随之增长，加之政府医疗卫生投入不断增加。 

2018年度总支出 48509.69 万元，2019年总支出

52640.07万元，2019年比上年同期增加 4130.38万元，增

长率 8.51%。增加的主要原是社保缴费及公积金纳入单位预

算人员工资福利性支出增加，实施健康扶贫大病集中救治政



策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人数增加，医疗单位服务量增

加致药品耗材等商品和服务支出增加。 

2018年结转和结余 0 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万元；2019年当年收支结余 111.12 万元；结余分配 111.12

万元（其中：提取职工福利基金 0万元，转入事业基金 111.12

万元），年末结余 0 万元。 

2.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 

①、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5311.86万元，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7117.05 万元。2019年

比上年同期增长 1805.19万元，增长率为 11.79%；增长主要

原因是实施健康扶贫大病集中救治政策，公共卫生投入加大、

人员工资调整、社保缴费及公积金纳入单位预算人员工资福

利性支出增加等政府医疗卫生投入不断增加。 

②、2018年事业收入 33500.17万元，2019年事业收入

35423.76万元，2019年比上年同期增长 1923.59万元，增

长率 5.74%。增长原因是实施分级诊疗、健康扶贫等政策县

域内就诊人数增加医疗业务收入增加。 

③、2018年其它收入 186.36 万元，2019 年其他收入

210.38 万元。2019 年比上年同期增长 24.02万元，增长率

12.89%。增加的主要原因捐赠、救护车收入及利息增加。 

2. 本年度支出构成情况。 

（1）按功能科目分： 



①基本支出:2018 年基本支出 29065.11 万元，2019 年

基本支出 45574.41 万元，2019年比上年同期增长 16509.3

万元，增长率 56.8%。增加的主要原是核算口径不一致，2018

年药品材料采购纳入项目核算，加之社保缴费及公积金纳入

单位预算人员工资福利性支出增加，医疗单位服务量增加致

药品耗材等商品和服务支出增加。 

②项目支出：2018 年项目支出 19444.58 万元，2019 年

项目支出 7065.66 万元，2019 年比上年同期减少 12378.92

万元，增长率-63.66%。减少原因是核算口径不一致，2018

年药品材料采购在项目中核算填报，国家整合部分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优化公共卫生服务，加之决算口径不统一，财政

局代决部分项目。 

（2）按经济科目分： 

①工资福利支出：2018年工资福利支出 16417.87万元，

2019年工资福利支出 19170.91万元，2019年比上年同期增

长 2753.04万元，增长率 16.77%。增加的主要原是社保缴费、

养老保险、公积金纳入单位预算支出、人员工资调增等工资

福利性支出增加。 

②商品和服务支出：2018年商品和服务支出 30702.97

万元，2019年商品和服务支出 31651.23 万元，2019 年比上

年同期增长 948.26 万元，增长率 3.09%。增长原因是实施健

康扶贫医疗单位服务量增加，致药品耗材等商品和服务支出

增加。 



③对家庭和个人补助支出：2018年对家庭和个人补助支

出 245.44万元，2019年对家庭和个人补助支出 134.97万元，

2019年比上年同期减少 110.47万元，增长率-45.01%。减少

原因是部分公立医院退休人员纳入机关养老统筹，退休费由

单位发放减少。 

④其他资本性支出：2018年其他资本性支出 1143.41 万

元，2019 年其他资本性支出 1682.96 万元，2019 年比上年

同期增加 539.55 万元，增长率 47.19%。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项目资金安排医疗设备购置、办公设备购置增加。 

（二）2019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5311.86万元，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7117.05 万元，2019年

比上年同期增加 1805.19万元，增长率 11.79%。主要是人员

工资调增，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公共卫生服务及其他计划生

育财政投入增加。 

2018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5311.86 万元，2019

年支出 17117.05 万元，上年同期增加 1805.19 万元，增长

率 11.79%。增加的主要原因为人员工资调增，县级公立医院

改革、公共卫生服务及其他计划生育财政投入增加。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医疗卫生和计划生

育支出 17117.0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0882.79 万元，主

要用于人员工资福利支出、社会保障缴费、养老保险、商品



和服务支出以及家庭和个人补助等日常运行支出；2019 年项

目支出 6234.26万元，为行政事业类项目，主要用于开展公

共卫生、综合医改、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计划生育服务、服

务能力提升及人才培养等工作。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2019 年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0882.79 万元。其中人员

经费 10758.15 万元，公用经费 124.64万元。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三）2019 年度“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

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

15.3万元，2019年支出 11.56万元，同比减少 3.74，减少

率 24.44%，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7.19 万元（公

务用车购置 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19万元）同比

减少 41.31%；公务接待费 4.37万元，同比增加 43.28%，国

内公务接待 30批次，国内公务接待 382人，出国出境 0 人 0

次。2019年我系统公务用车运行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下属事

业单位全面实施公车改革，加强公车管理，压缩公车费用，



保留部分救护车。2019 年公务招待费增加的原因是健康扶贫、

苏陕合作、省卫复审等原因公务接待次数增加费用增加。 

(1) 因公出国（境）支出情况。 

    2018年因公出国（境）团组 0个，0人次，支出 0 万元；

2019年因公出国（境）团组 0 个，0 人次，支出 0 万元，2019

年比上年没有增减变化。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 

     2019 年购置车辆 0 台，支出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支出 7.19万元,比上年减少 3.85万元，同比减少 41.31%，

主要由于下属事业单位全面实施公车改革，加强公车管理，

压缩公车费用，仅保留部分救护车。 

(3) 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 

     2019 年公务接待 30批次，382 人次，支出 4.37 万元，

比上年增加 1.32 万元，同比增加 43.28%，主要由于健康扶

贫、苏陕合作、省卫复审、中医药先进县区复审等原因省市

公务接待次数增加费用增加。 

2.培训费支出情况。2018年培训费支出 14.21万元，2019

年培训费支出 32.64 万元，同比增加 129.7%，培训会 8 场次

432 人次，主要用于 2019 年公共卫生项目、村卫生室村医、

中医药技术服务、计划生育等项目的业务培训工作。 

3.会议费支出情况。2018年会议费支出 0.68 万元，2019

年会议费支出 0万元，同比减少 100%，召开会议 11 场次 213



人次，比上一年减少，减少的原因在于压缩会议次数及会议

时长，尽量不安排会议用餐及住宿，没有费用支出。 

六、2019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9 年本单位正在研究推进绩效目标管理，拟与 2020

年对项目支出纳入绩效目标管理,2019 年度本单位没有开展

此项工作，已经公开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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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完成率=（预算完成数/预算数）×
100%，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
算完成程度。
预算完成数：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
完成的预算数。
预算数：财政部门批复的本年度部门
（单位）预算数。

预算完成率＝100%的，得10分。
预算完成率≥95%的，得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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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调整数：部门（单位）在本年度内
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或结构调整的资
金总和（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
力、上级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
而产生的调整除外）。
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
算。

预算调整率绝对值≤5%，得5分
。
预算调整率绝对值＞5%的，每增
加0.1个百分点扣0.1分，扣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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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支出进度率=（实际支出/支出预算）×
100%，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
算执行的及时性和均衡性程度。
半年支出进度＝部门上半年实际支出/
（上年结余结转+本年部门预算安排+上
半年执行中追加追减）*100%。
前三季度支出进度＝部门前三季度实际
支出/（上年结余结转+本年部门预算安
排+前三季度执行中追加追减）*100%。

半年进度：进度率≥45%，得2
分；进度率在40%（含）和45%之
间，得1分；进度率＜40%，得0
分。
前三季度进度：进度率≥75%，
得3分；进度率在60%（含）和
75%之间，得2分；进度率＜
60%，得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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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部门预算中除财政拨款外的其他收入预
算与决算差异率。
预算编制准确率＝其他收入决算数/其他
收入预算数×100%-100%。

预算编制准确率≤20%，得5分。
预算编制准确率在20%和40%
（含）之间，得3分。
预算编制准确率＞40%，得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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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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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对
“三公经费”的实际控制程度。

三公经费控制率 ≤100%，得5
分，每增加0.1个百分点扣0.5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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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是否规范，用以
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情况
。
1.新增资产配置按预算执行。
2.资产有偿使用、处置按规定程序审批
。
3.资产收益及时、足额上缴财政。

全部符合5分，有1项不符扣2分,
扣完为止。

（三）简要概述当年省委省政府下达的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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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要概述部门支出情况，按活动内容分类。

 



 

 

投

入

预算
执行
（25
分）

支出
进度
率
（5
分）

5

支出进度率=（实际支出/支出预算）
×100%，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
预算执行的及时性和均衡性程度。
半年支出进度＝部门上半年实际支出/
（上年结余结转+本年部门预算安排+上
半年执行中追加追减）*100%。
前三季度支出进度＝部门前三季度实际
支出/（上年结余结转+本年部门预算安
排+前三季度执行中追加追减）*100%。

半年进度：进度率≥45%，得
2分；进度率在40%（含）和45%
之间，得1分；进度率＜40%，得
0分。
前三季度进度：进度率≥75%，
得3分；进度率在60%（含）和
75%之间，得2分；进度率＜
60%，得0分。

预算
编制
准确
率
（5
分）

5

部门预算中除财政拨款外的其他收入预
算与决算差异率。
预算编制准确率＝其他收入决算数/其他
收入预算数×100%-100%。

预算编制准确率≤20%，得5分。
预算编制准确率在20%和40%
（含）之间，得3分。
预算编制准确率＞40%，得0分。

过
程

预算
管理
（15
分）

“三
公经
费”
控制
率
（5
分）

5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
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
×100%，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
对“三公经费”的实际控制程度。

三公经费控制率 ≤100%，得
5分，每增加0.1个百分点扣0.5
分，扣完为止。

资产
管理
规范
性
（5
分）

5

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是否规范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
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指标值计算
公式和数据
获取方式

年初目
标值

实际完
成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与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分析

与建议

，用以
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情况
。
1.新增资产配置按预算执行。
2.资产有偿使用、处置按规定程序审批
。
3.资产收益及时、足额上缴财政。

全部符合5分，有1项不符扣2分,
扣完为止。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
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指标值计算
公式和数据
获取方式

年初目
标值

实际完
成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与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分析

与建议

过
程

预算
管理
（15
分）

资金
使用
合规
性
（5
分）

5

部门（单位）使用预算资金是否符合相
关的预算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用以反
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算资金的规范
运行情况。
1.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
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2.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
续；
3.重大项目开支经过评估论证；
4.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5.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
等情况。

全部符合5分,有1项不符扣2分。

效
果

履职
尽责
（60
分）

项目
产出
（40
分）

40

1.若为定性指标，根据“三档”
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分值的100-
80%（含）、80-50%（含）、50-
1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值达到指
标值，记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完成比率计分，正向指标（即
指标值为≥*）得分＝实际完成
值/年初目标值*该指标分值，反
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得分
＝年初目标值/实际完成值*该指
标分值。

项目
效益
（20
分）

20

备注：
1.“项目产出”和“项目效果”直接细化成部门年初绩效目标中的指标，并根据重要程度赋权。
2.“绩效指标分析”是指参考历史数据、行业标准及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等相关资料，从“是否与项目密切相关，指标值是否可获取，指标值设置是否合理”等角度，从产出和效果
类指标中找出需要改进的指标，并逐项提出次年的编制意见和建议。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 45.36万元，2019 年机关运行经

费 37.91 万元，同比减少 7.45万元，减少率 16.42%，主要

用于机关运行的商品和服务类支出，原因在于核算口径不同，

2019年将计划生育事业费纳入项目核算，导致机关运行经费

减少。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 年政府采购涉及资金 1126.09 万元，2019 年政府

采购涉及资金 1611.5 万元，同比增加 485.41 万元，增加

43.11%。按采购项目分：货物采购 1585.06 万元、工程采购

0 万元、服务采购 26.44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2019 年当年购置公务用车 0 辆，截止到 2019 年末，本

部门及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36 辆，同比减少 14 辆，减少 28%；

原因是下属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改革全面实施。其中：应急保

障用车 3 辆，执法执勤用车 1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18辆，

其他车辆 14 辆（主要是卫生院小型救护面包车）。单价在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21 台，单价在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

设备的 19台。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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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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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医疗卫生计生单位、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开展医疗活动、计划生育服务、公共卫生服务等取得的收

入等。 

            

 



附件2

2019年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部门名称：洛南县卫生健康局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部门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序号 是否空表 公开空表理由

表1 否

表2 否

表3 否

表4 否

表5 否

表6 否

表7 否

表8 是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收支

表9 否部门机构运行信息表

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部门决算一般公共决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表

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目录

内容

部门决算收支总表

部门决算收入总表

部门决算支出总表

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01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项目 决算数

  1、财政拨款收入 17,117.05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7,117.05   2、外交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3、国防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4、公共安全支出

  2、上级补助收入   5、教育支出

  3、事业收入 35,423.76   6、科学技术支出

      其中：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收费   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经营收入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52,640.07

  6、其他收入 210.38   10、节能环保支出

  11、城乡社区支出

  12、农林水支出

  13、交通运输支出

  14、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6、金融支出

  17、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8、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19、住房保障支出

  20、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1、其他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52,751.19 本年支出合计 52,640.07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余分配 111.1228

       年初结转和结余             年末结转和结余

收入总计 52,751.19 支出总计 52,751.19

部门决算收支总表

编制部门：洛南县卫生健康系统

收    入 支    出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报表存在尾数差异因四舍五入造成，可以忽略不计。



部门决算收入总表
02表

编制单位：洛南县卫生健康系统 2019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栏次 1 2 3 4 5 6 7

合计 52751.19 17117.05 35423.76 210.38

卫生健康支出 52751.19 17117.05 35423.76 210.38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700.37 700.37

  行政运行 573.03 573.03

  其他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出 127.34 127.34

公立医院 29959.74 3437.62 26327.13 194.99

  综合医院 17608.02 1775.18 15704.68 128.16

  中医（民族）医院 12071.73 1382.45 10622.46 66.82

  其他公立医院支出 280.00 280.0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1803.18 6491.29 5311.89

  乡镇卫生院 10861.06 5549.17 5311.89

  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 942.12 942.12

公共卫生 8880.79 5080.65 3784.74 15.39

其他收入支出功
能分类
科目编

本年收入合
计

财政拨款收
入

上级补助
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
入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科目名称

21004

2100201

2100202

2100299

21003

2100302

2100399

210

21001

2100101

2100199

21002

类 款 项



部门决算支出表

编制单位：洛南县卫生健康系统（汇总） 2019年度

栏次 1 2 3 4

合计 52,640.07 45,574.41 7,065.66

卫生健康支出 52,640.07 45,574.41 7,065.66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700.37 573.03 127.34

  行政运行 573.03 573.03

  其他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出 127.34 127.34

公立医院 29,945.94 28,852.58 1,093.37

  综合医院 17,598.74 17,020.81 577.94

  中医（民族）医院 12,067.20 11,831.77 235.43

  其他公立医院支出 280.00 280.0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1,717.56 10,670.32 1,047.24

  乡镇卫生院 10,775.44 10,670.32 105.12

  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 942.12 942.12

公共卫生 8,869.09 4,862.18 4,006.90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528.28 528.28

支出功
能分类
科目编
码

本年支出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

出科目名称

项

2100201

2100202

2100299

21003

21004

2100401

2100302

2100399

项目

210

21001

2100101

2100199

21002

类 款



04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7,117.05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外交支出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国防支出

  4、公共安全支出

  5、教育支出

  6、科学技术支出

  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7,117.05 17,117.05

  10、节能环保支出

  11、城乡社区支出

  12、农林水支出

  13、交通运输支出

  14、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6、金融支出

  17、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8、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19、住房保障支出

  20、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1、其他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7,117.05 本年支出合计 17,117.05 17,117.05

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收入总计 17,117.05 支出总计 17,117.05 17,117.05

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编制部门：洛南县卫生健康系统（汇总）

收入 支出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报表存在尾数差异因四舍五入造成，可以忽略不计。



编制单位：洛南县卫生健康（汇总） 2019年度

栏次 7 8 9 10 11 12

合计 17,117.05 10,882.79 10,758.15 124.64 6,234.26

卫生健康支出 17,117.05 10,882.79 10,758.15 124.64 6,234.26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700.37 573.03 556.50 16.53 127.34

  行政运行 573.03 573.03 556.50 16.53

  其他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出 127.34 127.34

公立医院 3,437.62 2,579.69 2,579.69 857.94

  综合医院 1,775.18 1,197.24 1,197.24 577.94

  中医（民族）医院 1,382.45 1,382.45 1,382.45

  其他公立医院支出 280.00 280.0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6,491.29 5,444.05 5,444.05 1,047.24

  乡镇卫生院 5,549.17 5,444.05 5,444.05 105.12

  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 942.12 942.12

公共卫生 5,080.65 1,669.72 1,596.31 73.41 3,410.93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528.28 528.28 476.25 52.03

  卫生监督机构 214.98 204.98 183.60 21.38 10.00

  妇幼保健机构 1,153.08 936.46 936.46 216.6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619.41 2,619.41

  重大公共卫生专项 171.53 171.53

  其他公共卫生支出 393.38 393.38

计划生育事务 1,245.07 476.26 464.26 12.00 768.81

  计划生育服务 631.83 476.26 464.26 12.00 155.57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613.24 613.24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62.05 140.05 117.35 22.70 22.00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62.05 140.05 117.35 22.70 22.00

项目支出 备注
支出功能
分类科目
编码

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21099
2109901

类 款 项

科目名称

2100408

2100409

2100499

21007

2100717

2100799

2100302

2100399

21004

2100401

2100402

2100403

2100199

21002

2100201

2100202

2100299

21003

项目 本年支出
基本支出

210

21001

2100101

合计 小计 人员经费
日常公用经

费



06表

编制部门：洛南县卫生健康系统（汇总） 单位：万元

经济分类科
目编码

科目名称

10,882.79 10,758.15 124.64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0,658.13 10,658.13

  30101 基本工资 5,917.76

  30102 津贴补贴 183.11

30103 奖金 33.90

30106 伙食补助 3.43

30107 绩效工资 2,639.44

30108 机关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826.28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413.06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74.51

30113 住房公积金 566.64

30114 医疗费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24.64 124.64

  30201 办公费 24.78

  30202 印刷费 7.63

30203 咨询费 0.20

30204 手续费 0.03

30205 水费 2.69

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项    目

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其他



30206 电费 7.36



07表

编制部门：洛南县卫生健康系统（汇总） 单位：万元

小计
公务用车购

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

1 2 3 4 5 6 7 8

本年数
11.56 4.37 7.19 7.19 0 32.64

上年数 15.3 3.05 12.25 12.25 0.68 14.21

增减额 -3.74 1.32 -5.06 -5.06 -0.68 18.43

增减率（%） -24.44 43.28 -41.31 -41.31 -100.00 129.70

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
出表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的实际支出。

项目 小计
因公出国

（境）费用
公务接待费

会议费 培训费



08表

编制部门：洛南县卫生健康系统（汇总）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
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项    目 本年支出

合计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及结转和结余情况

年初结转和结
余

本年收入
年末结转和结

余



编制单位：洛南县卫生健康系统（汇总)
项  目 行次 预算数 统计数 项  目 行次

栏  次 1 2 栏  次

一、“三公”经费支出 1 — — 四、机关运行经费 24

  （一）支出合计 2 115,983.00 115,550.00   （一）行政单位 25

     1．因公出国（境）费 3 0 0   （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26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 71,860.00 71,860.00 五、资产信息 27

      （1）公务用车购置费 5 0 0   （一）车辆数合计（辆）28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 71,860.00 71,860.00      1．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29

     3．公务接待费 7 44,123.00 43,690.00      2．主要领导干部用车30

      （1）国内接待费 8 44,123.00 43,690.00      3．机要通信用车31

           其中：外事接待费9 0 0      4．应急保障用车32

      （2）国（境）外接待费10 0 0      5．执法执勤用车33

  （二）相关统计数 11 — —      6．特种专业技术用车34

     1．因公出国（境）团组数（个）12 — 0      7．离退休干部用车35

     2．因公出国（境）人次数（人）13 — 0      8．其他用车 36

     3．公务用车购置数（辆）14 — 0   （二）单价50万元（含）以上的通用设备（台、套…）37

     4．公务用车保有量（辆）15 — 3   （三）单价100万元（含）以上的专用设备（台、套…）38

     5．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个）16 — 30 六、政府采购支出信息 39

        其中：外事接待批次（个）17 — 0   （一）政府采购支出合计40

     6．国内公务接待人次（人）18 — 382      1．政府采购货物支出41

        其中：外事接待人次（人）19 — 0      2．政府采购工程支出42

     7．国（境）外公务接待批次（个）20 — 0      3．政府采购服务支出43

     8．国（境）外公务接待人次（人）21 — 0   （二）政府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44

二、会议费 22 5,000.00 0         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45

三、培训费 23 343,686.00 326,414.00 七、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人）46

机构运行信息表



表9

统计数

3

379,060.00

165,280.00

213,780.00

—

43

0

0

0

12

1

15

0

15

19

20

—

16,114,974.00

15,850,564.00

0

264,410.00

0

0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