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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昌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2020 年度部门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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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我单位 1986 年成立，是南昌市卫生健康委下属全额

拨款事业单位，为保障全市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坚持预

防为主、保健为中心，保健与临床相结合的妇幼卫生工

作方针，以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和

《两个规划纲要》为中心，围绕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婴

儿死亡率，深入基层，督导指导全市三县六区的妇女保

健、儿童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健康教育咨询、业

务培训、信息统计、科研等工作同时又开设了临床医疗

业务。

二、部门基本情况

本部门 2020 年年末实有人数 50 人，其中在职人员 50 人，

退休人员 24 人；

第二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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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0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收入总计 2550.45 万元，其中年初结转

和结余 757.67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302.43 万元，增长

13.45 %；本年收入合计 1792.78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201.87

万元，增长 12.69 %，主要原因是：财政资金保障奖金。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1792.78 万元，占

100%；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支出总计 1499.88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合

计 1499.88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9.53 万元，增长 0.64%，年

末结转和结余 1050.57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292.9 万元，增

长 38.66 %，主要原因是：项目推进缓慢，项目资金结转增加。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 1267.81 万元，占

84.53 %；项目支出 232.07 万元，占 15.47 %。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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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59 万元，决算数为 1792.7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48.58 %。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206.59 万元，决算

数为 1792.7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48.58 %，主要原因是：

收到追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 524.97 万元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267.81

万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1075.67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236.44

万元，增长 28.17 %，主要原因是：预算内项目资金调整后纳

入预算用于保障奖金支出。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108.02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71.99

万元，增长 199.78 %，主要原因是：清理 2019、2020 年税金，

福利费增加。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84.13 万元，较 2019 年增

加 1.87 万元，增长 2.27 %。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年初预算数为 5.2 万元，决算数为 3.89 万元，完成预算的

74.8 %，决算数较 2019 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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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3.89 万元，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5.2 万元，决算数为 3.89

万元，完成预算的 74.8%，决算数较 2019 年持平，年末公务用

车保有 2 辆。

六、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218.65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19.77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98.88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217.65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99.5 %，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

同金额 136.77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62.55 %。（市级

部门公开的政府采购金额的计算口径为：本部门纳入 2020 年部

门预算范围的各项政府采购支出金额之和，不包括涉密采购项目

的支出金额。）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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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辆业务用车。



- 16 -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人力资源事务（款）其他人力资

源事务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人力资源事务方面

的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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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机关事业单位

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

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5.卫生健康支出（类）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款）一般行政管

理事务（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

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6.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妇幼保健机构（项）：

反映卫生健康部门所属妇幼保健机构的支出。

7.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反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

8.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重大公共卫生专项（项）：

反映重大疾病预防控制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支出。

9.卫生健康支出（类）计划生育事务（款）其他计划生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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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

方面的支出。

10.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

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11.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

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

住房的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