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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概况

一、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主要职能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即南昌市第二医院、江西中医药大

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始建 1950 年，2018 年医院隆重举行更

名揭牌仪式，由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更名为江西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是江西省唯一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和康复为一

体的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全国首批十大重点中西医结合医

院之一，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教、研基地，省市医保、新农合

和创伤急救的定点医院。

二、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基本情况

纳入本套单位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 1个，为江西省中西医

结合医院。

本单位 2020 年年末实有人数 901 人，其中在职人员 510 人，

离休人员 1 人，退休人员 390 人；年末其他人员 6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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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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68.13 万元，其中年初结转和

结余 262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1237.9 万元，增长 2.11 %；本

年收入合计 59606.13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1542.84 万元，增长

2.66%，主要原因是：增加了新冠肺炎疫情补助资金。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9830.3 万元，占

16.49%；事业收入 49775.83 万元，占 83.51%。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支出总计 59868.13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合

计 57613.89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1237.9 万元，增长 2.11%，

主要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支出及医院建设支出；年末结转和结

余 566.77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304.77 万元，增长 116.32%，

主要原因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项目开展较慢，造成资

金使用滞后。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54740.23万元，占95.01%；

项目支出 2873.66 万元，占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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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9.2

万元，决算数为 10092.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48.43%。其中：

（一）科学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万元，决算数为 30.02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主要原因是：财政追加科研拨款。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645.1 万元，决算

数为 680.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5.44%，主要原因是：人员

工资晋级晋档导致缴费基数增加。

（三）卫生健康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5673.84 万元，决算数为

8335.0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46.90%，主要原因是：财政追

加了专项资金。

（四）住房保障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480.26 万元，决算数为

480.2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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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1.87

万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6514.59 万元，较 2019 年减少 2605.99

万元，下降 28.57%，主要原因是：规范公积金标准以及在编在

职人员减少。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33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65.06

万元，增长 29.7%，主要原因是：疫情影响，防疫物资及保安费

用增加。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72.05 万元，较 2019 年减少

54.6 万元，下降 43.11%，主要原因是：抚恤金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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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

（二）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0 万元，其中公务用

车购置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 万元。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4663.81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744.05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397.97 万

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2521.78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4663.81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其中：授予小微企

业合同金额 1018.45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21.8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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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救护车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为

92.66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66139.04 万元，执行数为 59277.38



万元，完成预算的 89.63%。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一是落实“改

善医疗服务行动”重点工作，全面提高医疗质量；二是强化重点

学科建设，创建一流特色专科群，努力建设成江西省中医药特色

治疗标杆科室。三是完善培训平台信息化建设，加快人才培养，

科研教学。通过对 2020 年度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评价，发现政府

采购执行率偏低。原因是:一是在编制预算时存在或多或少的漏

报行为，没把预算细化到具体项目上，导致采购项目没有预算，

未能采购。二是因 2020 年度疫情严重，江西省公共交易中心停

止办理业务，导致采购项目预算未能执行。基于本次整体支出绩

效评价存在的问题，为以后提高整体支出绩效，提出以下相关建

议：一是加强预算编制，且严格执行，增加完成率，减少调整和

结余；二是提高政府采购效率，简化审批环节，优化采购流程，

缩短采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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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出（类）职业教育（款）中等职业教育（项）：反

映各部门（不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举办的中等职业学校的

支出。政府各部门对社会组织等举办的中等职业学校的资助，如



捐赠、补贴等，也在本科目中反映。

3.教育支出（类）职业教育（款）其他职业教育支出（项）：

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职业教育方面的支出。

4.科学技术支出（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其他技术研究

与开发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技术研究与开

发方面的支出。

5.科学技术支出（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科学技

术支出（项）：反映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中除以上各项外用于科技

方面的支出。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行政单位离退休（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

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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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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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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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

反映按规定用于烈士和牺牲、病故人员家属的一次性和定期抚恤

金以及丧葬补助费。



1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安置（款）其他退役安

置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退役安置方面的支

出。

12.卫生健康支出（类）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

（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

本支出。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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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卫生健康支出（类）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款）其他卫生

健康管理事务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卫生健

康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15.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综合医院（项）：

反映卫生健康、中医部门所属的城市综合性医院、独立门诊、教

学医院、疗养院和县医院的支出。

16.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中医（民族）医院

（项）：反映卫生健康、中医部门所属的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

院、民族医院的支出。

17.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传染病医院（项）：

反映卫生健康、中医部门所属的专门收治各类传染病人医院的支

出。

18.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精神病医院（项）：

反映专门收治精神病人医院的支出。



19.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其他专科医院（项）：

反映卫生健康、中医部门所属的除传染病医院、职业病医院、精

神病医院、妇产医院、儿童医院以外的其他专科医院的支出。

20.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其他公立医院支出

（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用于公立医院方面的支出。

21.卫生健康支出（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款）其他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用于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

22.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项）：反映卫生健康部门所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支出。

23.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卫生监督机构（项）：

反映卫生健康部门所属卫生监督机构的支出。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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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精神卫生机构（项）：

反映卫生健康部门所属精神卫生机构的支出。

26.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应急救治机构（项）：

反映卫生健康部门所属应急救治机构的支出。

27.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采供血机构（项）：

反映卫生健康部门所属采供血机构的支出。

28.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其他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项）：反映上述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以外的其他专业公共卫

生机构的支出。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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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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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卫生健康支出（类）中医药（款）中医(民族医)药专项

（项）：反映中医(民族医)药方面的专项支出。

32.卫生健康支出（类）中医药（款）其他中医药支出（项）：

反映除中医(民族医)药专项支出以外的其他中医药支出。

33.卫生健康支出（类）计划生育事务（款）计划生育机构

（项）：反映卫生健康部门所属计划生育机构的支出。

34.卫生健康支出（类）计划生育事务（款）其他计划生育

事务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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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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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卫生健康方面的

支出。

36.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

出（款）城市建设支出（项）：反映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完善国有

土地使用功能的配套设施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37.城乡社区支出（类）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其他城乡

社区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方面的

支出。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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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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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其他支出（类）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

排的支出（款）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

支出（项）：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

出。

41.其他支出（类）其他支出（款）其他支出（项）：反映

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不能划分到具体功能科目中的支出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