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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创建于 1957 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

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三级甲等中医医院；为江西中医药大

学附属洪都中医院、国家地市级重点中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

机构、江西省特色中医院、国家重点制剂能力建设单位，入选国

家中医药传承创新项目工程储备库、全国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

制度试点单位；是国家级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首批国

家级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国家中医优势学科继续教育基地、

江西中医药大学与福建中医药大学等中医药高等院校指定教学

医院；是江西省各类医保、工伤定点医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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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南昌市洪

都中医院。

本部门 2020 年年末实有人数 442 人，其中在职人员 440 人，

离休人员 2 人；年末其他人员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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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85.03 万元，其中年初结转

和结余 0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32086.18 万元，增长 39.22%；

本年收入合计 113885.03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32086.18 万元，

增长 39.22%，主要原因是：医院新院二期建设，2020 年收到中

央、省级补助资金 10000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 25000 万元。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47136.79 万元，占

41.38%；事业收入 66748.25 万元，占 58.62%；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支出总计 113885.03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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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110435.24万元，较2019年增加37448.06万元，增长51.31%，

主要原因是：医院新院二期建设，2020 年二期项目支出 36693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3449.79 万元，较 2019 年减少 5361.86

万元，下降 60.84%，主要原因是：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医

院医疗收入较 2019 年下降 3201 万元。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70022.25万元，占63.41%；

项目支出 40412.99 万元，占 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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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7.17

万元，决算数为 47136.7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710.19%。其

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6637.17 万元，决算

数为 18898.7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84.74%，主要原因是：

财政项目拨款均为追加拨款，不包含在年初预算中。

（二）政府性基金年初预算数为 0万元，决算数为 28238

万元，主要原因是：政府性基金为追加拨款，未包含在年初预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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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3.79

万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6583.87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246.39

万元，增长 3.88%，主要原因是：2020 年较 2019 年工资福利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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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有所提高。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97.4 万元，较 2019 年减少 1836.5

万元，下降 94.96%，主要原因是：2020 年决算编制口径与 2019

年不一致，均按财政下达的分类款项进行填列。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42.52 万元，较 2019 年减少

105.55 万元，下降 71.28%，主要原因是：2020 年决算编制口径

与 2019 年不一致，均按财政下达的分类款项进行填列。

（四）资本性支出 0 万元，较 2019 年无变化。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因公出国（境）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较 2019 年减少 8.3 万元，下降 100%，主要原因

是：决算报表 2020 年与 2019 年编制口径不一致，单位因公出国

（境）支出属于自有资金，不属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二）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较 2019 年减少 3.7 万元，下降 100%，主要原因是：

决算报表 2020 年与 2019 年编制口径不一致，单位公务接待费支

出属于自有资金，不属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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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数较 2019

年减少 25.7 万元，下降 100%，主要原因是：决算报表 2020 年

与 2019 年编制口径不一致，单位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

出属于自有资金，不属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末公务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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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 6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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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万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

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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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救护车。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0年医院继续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建立健全工作

机制、加强完善制度建设、绩效管理成绩显著。整体支出绩效评

价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为

92.46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113885.04万元，执行数为110435.23

万元，完成预算的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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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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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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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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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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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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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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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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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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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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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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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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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