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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南昌市第三医院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能 

南昌市第三医院始建于 1917年，2008 年增挂“江西乳腺专

科医院”，2016年增挂“南昌市妇幼保健院”。是一所以乳腺

疾病专业学部为品牌，妇幼健康诊疗体系为特色，综合学科群为

重点，医技学科群为支撑，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

保健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医院是国家自然基金委正式注

册单位、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示范单位、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世界卫生组织与国家卫生部“绿色安全医院”试点单位、健康中

国 2020女性肿瘤防治工程乳腺肿瘤早诊早治项目全国示范基

地，获批南昌市儿童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获批国家级住培基

地,现有 16个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基地,并成为了南

昌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赣南医学院、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

九江学院等 10余所院校的教学医院及专业留学生见习基地。医

院主要职能包括： 

（1）切实履行公共卫生职责，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2）开展妇女保健服务，包括青春期保健、婚前和孕前保

健、孕产期保健、更年期保健、老年期保健。 

（3）开展儿童保健服务，包括胎儿期、新生儿期、婴幼儿

期、学龄前期及学龄保健。 

（4）完成市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下达的指令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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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基本情况 

本部门 2020年年末实有人数 2298人，其中在职人员 566

人，离休人员 2人，退休人员 412人；年末其他人员 1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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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72.77万元，其中年初结转

和结余 2726万元，较 2019年增加 1440.69万元，增长 112.09%；

本年收入合计 108646.77万元，较 2019年增加 12492.37万元，

增长 12.99%，主要原因是：医院朝阳院区去年开始营业，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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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步入正轨，业务收入也随之增长。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13809.93万元，占

12.71%；事业收入 94632.79万元，占 87.1%；其他收入 204.05

万元，占 0.19%。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年度支出总计 111372.77万元，其中本年支出

合计 108060.74万元，较 2019年增加 13861.96万元，增长

14.72%，主要原因是：一院两区业务发展需要，人员经费和公用

支出增加；年末结转和结余 1849.87万元，较 2019年减少 876.13

万元，下降 32.14%，受疫情影响，收入虽然增长比较稳定，但

两院区支出相应增长较快。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 89676.49万元，占

82.99%；项目支出 18384.25万元，占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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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9.49

万元，决算数为 14250.9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23.39%。其

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6379.49万元，决算

数为 14250.9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23.39%，主要原因是：

财政项目拨款支出未纳入年初部门预算，所以财政拨款决算与年

初预算存在较大偏差。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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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 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6471.68

万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6314.35万元，较 2019年减少 2316.69

万元，下降 26.84%，主要原因是：今年差额拨款单位未在财政

系统统一发放工资。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102.5万元，较 2019年减少 2293.31

万元，下降 95.72%。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54.83万元，较 2019年增加

10.97万元，增长 25.01%，主要原因是：离休人员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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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万元（与部门决算中

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基本支出中公用经费之和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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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43.2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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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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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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部门组织对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

算项目支出所有二级项目0个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0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0%。 

制度保障：依据《南昌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度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对绩效管理工作提出了

整体要求，主要内容包括：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管

理、绩效完成情况评价、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等。明确了实施步骤

及保障措施等。 

良好成效：完成了2019年项目资金绩效评价、2019年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评价、2020年度绩效监控、2021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管理申报、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管理等绩效管理工作。

绩效工作具体开展情况如下： 

根据《南昌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市级部门财政项目支

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洪财办〔2020〕10号）文件精神，对

2019年度实施项目的财政资金投入运行情况，包括目标设定、目

标完成、组织管理水平、实施成效等进行评价分析，并总结存在

的问题，促进各项政策和措施的全面落实，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绩

效管理水平。 

根据《南昌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市级部门整体支出绩

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开展了2019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



 

 - 13 - 

价工作，对财政资金投入运行情况，包括目标设定、目标完成、

组织管理水平、实施成效等进行评价分析，并总结出存在的问题，

促进各项政策和措施的全面落实，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水

平。 

按照《南昌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市级项目预算绩效目

标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编制2021年度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

表。对项目的功能进行梳理，依据项目的功能特性，预计所要达

到的产出和效果，概括、提炼出最能反映项目预期实现程度的关

键性指标，予以细化、量化，将其确定为相应的绩效指标，清晰

反映预算资金的预期产出和效果，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科学

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按照《南昌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度市级部门财政项目支

出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按照预算绩效管理有关

规定，对照2020年项目绩效目标，对2020年实施项目的执行过程

以及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绩效运行监控，以便及时掌握项目

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及资金支出进度。针对项目绩效运行监控中

发现的问题，向问题项目相关实施单位下发了问题整改通知，提

出了改进措施，并要求其出具整改计划，切实发挥项目运行监控

的作用。 

按照《南昌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市直部门整体支出绩

效目标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单位部门整体及所属单位按照确定

的职责，运用全部财政资金在一定期限内预期达到的总体产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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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概括、提炼出最能反映项目预期实现程度的关键性指标，

予以细化、量化，将其确定为相应的绩效指标，清晰反映预算资

金的预期产出和效果，编制2021年度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

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二）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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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履职完成情况：2020年度，南昌市第三医院面对国内外

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全院干部职工

在市委、市政府、市卫健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保持定力、

沉着应对，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

医院发展建设双胜利，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具体情况如下： 

1、数量方面：①开展新生儿监测新技术6项。新生儿科携手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启动“呵护天使 让爱无缺”防治

出生缺陷公益行活动，开展新生儿振幅脑电监护、新生儿常见遗

传病筛查等新技术共6项；②开展18场医、药、技、护人员招聘。

为完善医院人才体系，2020年南昌市第三医院开展18场医、药、

技、护人员招聘；③申报各类课题77项。南昌市第三医院2020

年申报各类课题77项：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立项课

题2项，申报江西省科技厅项目16项，立项课题4项，江西省卫健

委申报37项，立项27项，申报南昌市科技局项目15项，立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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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④抽样检查全院处方、运行病历。每月对全院处方、运行

病历进行抽样检查，点评处方184559张，点评住院医嘱7789份。

每月进行重点监控药品的处方点评，点评病历320份；⑤完成两

癌筛查项目、义诊活动。协助南昌市周边地区的基层卫生院完成

有偿的国家两癌筛查项目和乳腺专科联盟单位内的义诊活动，筛

查6770人，乳腺彩超523人，乳腺红外3804人，其中有价两癌筛

查妇检301人次，乳腺410人次；⑥完成疫情防控任务。2020年南

昌市第三医院建立一支100人以上的医疗、护理保障队伍，确保

朝阳和抚河院区发热门诊24小时开诊。组建后备人员梯队医护人

员300余名，随时做好第一时间响应上级统一部署和人员调遣的

应急准备。 

2、质量方面：①通过新生儿筛查及预防接种质量市级检查

考核。2020年度，南昌市第三医院圆满完成国家卫健委高危孕产

妇监测、新生儿出生缺陷监测、新生儿筛查及预防接种质量市级

检查考核，荣获省卫健委高危孕产妇监测先进单位，获得产前血

清学筛查资格；②招聘录取119名医、药、技、护理人员。为完

善医院人才体系，2020年南昌市第三医院开展18场医、药、技、

护人员招聘，，录取119名名医、药、技、护理人员，引进“双

高”人才2名，医院人才队伍壮大效果显著；③申报课题获批经

费145万元、发表论文72篇。2020年南昌市第三医院申报各类课

题77项，共获批经费145万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批

直接经费68万元；江西省科技厅项目获批经费22万元；南昌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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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局项目获批经费55万。全年发表核心期刊论文72篇，其中SCI

论文17篇，科研成果显著；④处方合格率99.82%，医嘱合格率

93.19%。2020年南昌市第三医院每月对全院处方、运行病历进行

抽样检查，共计点评处方184559张，其中不合理处方330张，处

方合格率99.82%；点评住院医嘱7789份，其中不合理医嘱530份，

医嘱合格率93.19%；⑤乳腺癌发现及时率100%。为不断加强江西

省乳腺专科联盟建设，南昌市第三医院协助南昌市周边地区的基

层卫生院完成有偿的国家两癌筛查项目和乳腺专科联盟单位内

的义诊活动，项目共筛查6770人，筛查中及时发现乳腺癌32例；

⑥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医疗安全生产得到保障。2020年南

昌市三医院在制定方案、强化培训、流程梳理、人员调配、院感

防控、门岗把守、导诊分诊、测温扫码、加强发热门诊、强化日

常巡查、提升核酸检测能力等各方面将疫情防控工作做细做实，

精准发力、联合施策，达到疫情防控全面取得阶段胜利和保障医

疗安全生产的工作目标。全院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日常诊疗工作，坚持两手抓、两不误，取得了

新冠病人“零”漏诊、医护人员“零”感染的好成绩。 

3、时效方面：2020年度南昌市第三医院在市委、市政府和

市卫生健康委的正确领导下，积极为广大病患服务，各项工作均

在计划时间内完成，任务完成的及时性较高，项目及时性为100% 

二、履职效果情况： 

1、经济效益方面：就诊人数增加，医院业务收入增长。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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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院区顺利开业运行，一院两区发展新格局正式形成，医院编制

床位由600张增为1300张，开放床位由763张增至1757张，整体规

模和服务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全院医疗收入9.06亿元，较2015

年增长99.57%；总诊疗人次73.11万人次，较2015年增长4.1%（因

信息系统升级部分数据未计入）；入院人数 46414人，较2015

年年增长55.3%；出院人数 46301人，较2015年年增长54.2%；手

术台数14538台，较2015年年增长88.1%。 

2、社会效益方面：①推进医联体建设，提高南昌市周边地

区专科医疗水平。2020年度，南昌市第三医院为加强江西省乳腺

专科联盟建设，分别与抚州第五医院、萍乡市安源区妇保、德兴

市中医院、永修县妇幼保健院等多家医院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关

系，并定期派出多名专家巡诊、巡讲、手术。在紧密型医联体朝

阳农场卫生院、红角洲卫生服务中心、岱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桃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儿科、妇

产科、内分泌科、全科医学科、中医科的专科门诊，定期派驻专

家坐诊；②开展学科建设，促进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升。2020

年度，南昌市第三医院加强院内各学科建设：乳腺学科群在巩固

全省领先水平的同时，积极向国内领先靠拢，在提升临床诊疗水

平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学科群的学术地位及在全国的影响力。妇

幼学科群圆满完成国家卫健委高危孕产妇监测、新生儿出生缺陷

监测、新生儿筛查及预防接种质量市级检查考核，荣获省卫健委

高危孕产妇监测先进单位，获得产前血清学筛查资格。内科学科



 

 - 18 - 

群在巩固慢病诊疗的基础上，以介入手术及镜下治疗为抓手，不

断提升学科品质。外科学科群积极加强小儿外科亚专科建设，重

点开展三、四级手术和腔镜手术。急危重症学科不断优化学科布

局，完善急诊急救流程，建立了院前急救-院内抢救-重症医学科

救治的一体化急救服务链，急危重症救治水平在全市名列前茅。

医技学科群积极开拓新的检查、检验项目，不断加强内涵建设。

护理学科群紧紧围绕“一院两区”建设与发展目标，做好医院护

理顶层设计。七大学科群建设效果显著，有效提升了医院综合服

务能力；③规范医院行政管理制度，现代管理稳步实施。根据一

院两区工作实际，对现行的部分管理制度进行修订。修订并发布

《南昌市第三医院采购管理办法》、《南昌市第三医院科研试剂、

耗材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南昌市第三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师资管理规定》、《科教科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10

余项，规范了医院行政管理制度，不过各项制度的实际效果仍需

在应用过程中进一步考核。 

三、社会满意度及可持续性影响  

1、社会满意度方面：抚河院加入市政府“城市大脑”项目，

将停车位留给患者，本院职工安排至就近停车场免费停车，解决

了一直以来的停车难问题，使患者和职工双满意。朝阳院区“自

助就医”项目不断优化，优化服务流程，方便广大群众，患者就

医体验与满意度较高。2020年度南昌市第三医院出院患者平均满

意度为99.7%，投诉接待满意度 100%，投诉处理结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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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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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名称 下属单位个数 0

全年预算数

（万元）

全年执行

数
执行率

13809.93122 13809.931 100.00%

101610.66 94632.786 93.13%

107631.15 89676.49 83.32%

8665.569583 18384.25 212.1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得分 偏差及原因分析

预算编制完整性（2分） 100% 100% 2

预算编制准确性（2分） 100% 100% 2

绩效目标管理（1分） 100% 100% 1

预算完成率（1分） ≥95% 92.92% 1

支付进度率（1分） ≥100% 91% 0.96

公用经费控制率（1分） ≤100% 80% 1

“三公经费”控制率（1分） ≤100% 0% 1
部门结转结余

资金管理（5分)
结转结余率（5分） ≤5% 2% 5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2分） 100% 100% 2

基础信息完善性（2分） 100% 100% 2

在职人员控制率（1分） ≤100% 94% 1

管理制度健全性（1分） 100% 100% 1

资金使用合规性（1分） 100% 100% 1

政府采购管理（5分） 政府采购执行率（5分） ≥95% 54.31% 0
2020年度采

购多为大型
管理制度健全性（1分） 100% 100% 1

资金管理安全性（2分） 100% 100% 2

固定资产利用率（1分） ≥95% 100% 0房屋类固定资产利用率较低
开展新生儿监测新技术6项（2

分）
100% 100% 2

开展18场医、药、技、护人员招

聘（2分）
100% 100% 2

申报各类课题77项（2分） 100% 100% 2

抽样检查全院处方184559（1分） 100% 100% 1
抽样检查全院运行病历320份（1

分）
100% 100% 1

两癌筛查项目筛查6770（1分） 100% 100% 1
建立100人以上的疫情防控队伍(1

分)
100% 100% 1

新生儿监测市级检查考核100%合

格（2分）
100% 100% 2

招聘录取119人（2分） 100% 100% 2
课题申报获批经费145万元（2

分）
100% 100% 2

处方合格率（1分） ≥99% 99.82% 1

医嘱合格率（1分） ≥90% 93.19% 1

乳腺癌发现及时率（1分） 100% 100% 1

新冠病人漏诊率（1分） 0% 0% 1

时效指标（5分)
本年度工作于2020年12月31日前

完成（5分）
100% 100% 5

经济效益指标（5分） 业务收入增长（5分） 100% 100% 5

南昌市周边地区专科医疗水平提

升（5分）
100% 100% 5

住院救治人次增长（5分） 100% 100% 5

医院行政管理制度规范性提升

（10分）
100% 100% 8

各项管理制

度效果仍需

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升（10分） 100% 100% 10

出院患者满意度（5分） ≥95% 99.70% 5

投诉处理结果满意度（5分） ≥95% 97.60% 5

南昌市第三医院

整体支出规模

资金来源：（1）财政拨款

（2）其他资金

资金结构：（1）基本支出

（2）项目支出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完成情况

围绕“一院两区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以“朝阳院区全面开业”

为中心，建设医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强朝阳院区

疫情防控稳定有序;一院两区平稳运行;学

科建设稳步提升;现代管理稳步实施;人才

满意度指标

（10分）
满意度指标（10分）

总分 91.96

资产管理（4分）

产出指标

（25分）

数量指标（10分)

质量指标（10分）

效果指标

（35分) 社会效益指标（30分）

投入管理指标

（30分)

预算编审管理（5分）

预算执行管理（4分）

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4分）

部门预算管理（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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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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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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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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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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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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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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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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卫生健康支出（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款）其他基层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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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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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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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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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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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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