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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南昌市卫生学校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南昌市卫生学校宗旨是培养中专学历卫生技术人才，促进卫

生事业发展。其主要职责：护理等学科中专学历教育、卫生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本套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 1个。

本单位 2020 年年末实有人数 154 人，其中在职人员 150

人，离休人员 4人；年末其他人员 12 人；年末学生人数 429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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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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9.82 万元，其中年初结转和

结余 2425.72 万元，较 2019年减少 448.93 万元，下降 15.62 %；

本年收入合计 8094.59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1997.06 万元，增

长 32.75%，主要原因是：本年预算增多。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8094.59 万元，占

100 %；事业收入 0万元，占 0%；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其

他收入 0 万元，占 0%。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支出总计 6366.75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合

计 6366.75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1260.06 万元，增长 2.02%，

主要原因是：基本支出增加；年末结转和结余 3693.07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1727.84 万元，增长 87.92 %，主要原因是：本年预

算增加，支出变化不大。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 4508 万元，占 70.81%；

项目支出 1858.75 万元，占 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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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门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7026.11

万元，决算数为 6366.7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0.62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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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6003.73 万元，决算数为

5808.6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6.75 %。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380.95 万元，决

算数为 443.7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6.47%。

（三）卫生健康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65.97 万元，决算数为

53.3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2.14%。

（四）住房保障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475.46 万元，决算数为

61.0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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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8 万

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3683.47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186.36

万元，增长 5.33%。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179.59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159.08

万元，增长 775.6 %，主要原因：本年商品服务支出中基本支出

增多，项目支出减少。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642.48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167.47 万元，增长 35.26 %，主要原因是：离休费、退休费增多。

（四）资本性支出 2.46 万元，较 2019 年减少 1.48 万元，

下降 37.56 %，主要原因是：基本支出购资产减少。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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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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万元，决算数为 2.3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6.07%，决算数较 2019 年减少 9.35 万元，下降 8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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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预算的 0 %，决算数较 2019 年增加（减少）0 万

元，增长（下降）0 %。

（二）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3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 %，决算数较 2019 年减少 0.19 万元，下

降 100 %。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等因

素影响。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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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预

算的 0%，决算数较 2019 年减少 0 万元，下降 0%；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1.5 万元，决算数为 2.33 万元，

完成预算的 20.26 %，决算数较 2019 年减少 9.16 万元，下降

79.72 %，主要原因是受疫情、车辆数目减少等因素影响，年末

公务用车保有 2 辆。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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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 2020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249.82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665.82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310 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274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

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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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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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表》。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组织对本单位开展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涉及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6366.75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0 万元。从评

价情况来看，我单位根据整体支出绩效评定指标对各项支出量化

评价，自评等级为良。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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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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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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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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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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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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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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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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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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