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绍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6 年度部门决算 

  

一、绍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概况 

（一）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方针政

策和法律、法规；研究拟订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以

及卫生和计划生育改革相关政策，并监督实施；推进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统筹规划、协调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资源配置，

负责区域卫生和计划生育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管理和发布卫

生与计划生育有关信息。 

2.负责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制定并实施重大疾病防治规

划与策略，执行国家免疫规划及政策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对

重大疾病实施防控和干预。负责卫生应急工作，制定卫生应

急预案和政策措施，指导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与

应急处置。 

3.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

学校卫生、精神卫生、公共场所卫生、生活饮用水安全、爱

国卫生和传染病防治的监督管理。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评估，指导和开展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工作。 

4.指导全市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妇幼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均等化，完善基层运

行新机制和乡村医生管理制度。 

5.负责全市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全行业管理。制定医疗

机构及其医疗服务、医疗技术、医疗质量、医疗安全和采供

血机构、院前急救机构管理的规范、标准并组织实施，制定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规则和服务规范并组织实施；建立医

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 

6.负责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

核和评价运行机制，提出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的建议。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健

康规范发展。建设和谐医患关系，维护良好医疗秩序。 

7.负责组织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相关政策和采购、

配送、使用的有关规定。负责药品、医疗器械集中采购的组

织实施与监督管理。 

8.负责落实生育政策，组织实施促进出生人口性别平衡

的政策措施，组织监测计划生育发展动态，提出发布计划生

育安全预警预报信息建议。制定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制度

并监督实施。制定优生优育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政策措施

并组织实施，推动实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促进计划，降低出

生缺陷人口数量。 

9.组织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扶助和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等机制。负责协调推进有关部

门、群众团体履行计划生育工作相关职责，建立与经济社会

发展政策的衔接机制，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政策措施。 

10.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并组织落实，

推动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区域协作机制和卫生、计划生育

信息共享以及公共服务工作机制。 

11.负责指导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人才队伍建设，建立

完善住院医师、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并组织实施，加强

全科医生等亟须紧缺专业人才培养。 



12.组织实施卫生和计划生育相关科研项目，组织开展

重点学科建设。组织实施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 

13.完善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综合监督执法体系，规范

执法行为，监督检查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组织查处

重大违法行为。监督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14.负责卫生和计划生育宣传、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

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依法组织实施统计调查。 

15.组织实施卫生和计划生育方面的国际交流合作与对

外宣传、卫生援外有关工作，开展与港澳台的卫生合作工作。 

16.组织制定并实施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负责中医药

的继承、创新及中西医结合工作，统筹协调中西医发展。 

17.负责市保健委员会确定的保健对象的医疗保健工作，

负责来绍中央领导和重要外宾的医疗保健工作；负责国家、

省和市重要会议与重大活动的医疗保障工作。 

18.负责管理市直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单位。负责

市直开发区的卫生和计划生育各项业务指导、检查，指导全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各协会、学会等社会团体业务工作。 

19.承担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市公共卫生委员会以

及市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指导市计划生育

协会的业务工作。 

20.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绍兴市卫生计生委部门决算包括：

本级决算、所属绍兴市医学学会办公室、绍兴市卫生计划生

育信息管理中心、绍兴市中心血站、绍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绍兴市人民医院、绍兴市中医院、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绍兴市立医院、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绍兴市口腔医院、绍

兴市卫生计生监督所、绍兴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

心、绍兴市急救中心、绍兴市继续医学教育中心、绍兴市献

血管理办公室、绍兴市中医药文化研究所、绍兴市越城区马

山镇卫生院、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卫生院、绍兴市越城区孙

端镇卫生院、绍兴市计划生育协会秘书处、绍兴市流动人口

计划生育稽查支队决算。 

二、绍兴市卫生计生委 2016 年部门决算公开表 

详见附表。 

三、绍兴市卫生计生委 2016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总体情况 

绍兴市卫生计生委 2016年度收入决算 306424.42万元，

其中：本年收入 302480.28万元，占总收入 98.71%，包括财

政拨款收入 48942.71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41976.61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6966.10 万元），占总收入 15.97%；

事业单位专户资金 48.11万 元，占总收入 0.02%；事业收入

（不含专户资金）244734.39 万元， 占总收入 79.87%；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 0万元，占总收入 0%；其他收入 8625.96万

元，占总收入 2.82%。上级补助收入 129.11万元，占总收入

0.04%。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占总收入 0%。事业基金

弥补收支差额 1784.40 万元，占总收入 0.58%。上年结转收

入 2159.74 万元，占总收入 0.70%。 

（二）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绍兴市卫生计生委 2016年度支出决算 294980.11万元。 



1.按支出功能分类，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40 万元、

国防支出 0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0万元、教育支出 58.40万

元、科学技术支出 577.77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0 万

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952.32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

生育支出 275225.25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0万元、城乡社区

支出 3991.63万元、农林水支出 17.00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0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0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0

万元、金融支出 0 万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0 万元、国土海

洋气象等支出 0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544.23 万元、粮油物

资储备支出 0万元、其他支出 2611.11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0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0 万元。 

2.按支出用途分类，包括人员支出 119123.02 万元，日

常公用支出 156028.31 万元，项目支出 19828.77 万元，事

业单位经营支出 0万元，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万元，上缴

上级支出 0 万元。 

3.按支出资金性质分类，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1828.77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602.74万元，其他各

类支出 246548.60 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预决算变化情况 

绍兴市卫生计生委 2016 年年初预算为 30877.95 万元，

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41976.6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135.94 %。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人员增资调资经费及

市级机关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奖、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等；

二是根据项目完成和政策规定，兑现拨付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补助、惠民医疗、艾滋病免费检测、农村妇女增补叶酸、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行政事业单位人员体检、科技发展创新

奖励、人才开发补助等项目经费；三是根据上级部门重大公

共卫生服务等项目的目标和要求，年中追加拨付流感、不明

原因肺炎监测、血液安全保障能力补助、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能力监测等项目省拨或中央资金。 

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2.40万元，占 0.01%；教育支

出（类）55.33 万元, 占 0.13%；科学技术支出（类）773.44

万元, 占 1.8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11713.93万元, 

占 27.9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28870.73万元, 

占 68.78%；农林水支出 17.00万元（类）, 占 0.04%；住房

保障支出 543.78 万元（类）, 占 1.29%。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

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2016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6 年决算为 2.4 万元，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

原因 2016年度中市财政局追加 2015年度异地调入市区工作

市管领导干部租房补贴专项资金。 

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59.15万元，2016年决算为 55.33 万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 93.54% 。 

科学技术支出（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应用技术研

究与开发（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6 年决算

为 274.53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2016年度中



收到省下达 2016 年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和科技发展资

金及 2016 年度市级科技计划经费。 

科学技术支出（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产业技术研

究与开发（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6 年决算

为 17.50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2016 年度中

收到 2015 年创新驱动项目财政奖励资金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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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6 年

决算为 54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2016年度中

收到 2015 年度绍兴市科学技术奖励经费。 

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条件与服务（款）其他科技条

件与服务支出（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6 年

决算为 427.41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2016年

度中收到 2016 年人才开发专项资金补助。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16年年初预

算为 0 万元，2016 年决算为 11583.21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财预[2016]36号文件精神，对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的支出功能科目进行调整，由原单位主

科目调整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16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6年决算为 130.72万元，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

主要原因年中追加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

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868.43

万元，2016年决算为 1034.4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9.11%，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中追加市卫生计生委本

级等单位人员增资调资经费及市级机关工作目标责任制考

核奖、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等。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

理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2016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6年决算为 2.52 万元，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年中收到上级部门工作奖励资金。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

理事务（款）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支出（项）。

2016 年年初预算为 1236.14 万元，2016 年决算为 1115.5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0.25% 。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综合医

院（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8611.21 万元，2016 年决算

为 7068.25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2.08%，决算数小于预算

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财预[2016]36 号文件精神，对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的支出功能科目进行调整，由原单位主科

目调整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中医（民

族）医院（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2318.42 万元，2016

年决算为 1398.3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0.31%，决算数小

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财预[2016]36号文件精神，对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的支出功能科目进行调整，由原单

位主科目调整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

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传染病

医院（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1976.85 万元，2016 年决

算为 696.2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5.22%，决算数小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财预[2016]36号文件精神，对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的支出功能科目进行调整，由原单位主

科目调整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精神病

医院（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2286.50 万元，2016 年决

算为 632.9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7.68%，决算数小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财预[2016]36号文件精神，对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的支出功能科目进行调整，由原单位主

科目调整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妇产医

院（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2999.24 万元，2016 年决算

为 1209.6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0.33%，决算数小于预算

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财预[2016]36 号文件精神，对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的支出功能科目进行调整，由原单位主科

目调整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其他专



科医院（项）。2016年年初预算为 365.47 万元，2016 年决

算为 230.7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3.15%，决算数小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财预[2016]36号文件精神，对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的支出功能科目进行调整，由原单位主

科目调整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其他公

立医院支出（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6 年决

算为 169.21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收到省

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资金。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款）

乡镇卫生院（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4091.57万元，2016

年决算为 3665.9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9.60%，决算数小

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财预[2016]36号文件精神，对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的支出功能科目进行调整，由原单

位主科目调整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

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款）

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0万

元，2016年决算为 1017.20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

原因根据《绍兴市市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府投入政策实施

细则》追加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绍兴市立医院、市中医院

等单位倾斜性补助。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2334.54万元，2016



年决算为 1946.7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3.39%，决算数大

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财预[2016]36号文件精神，对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的支出功能科目进行调整，由原单

位主科目调整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

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同

时因部分医疗设备购置执行政府采购政策，节约采购成本，

减少财政支出。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卫生监

督机构（项）。2016年年初预算为 928.65 万元，2016 年决

算为 1035.9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1.55%，决算数大于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年中追加卫生监督机构增资调资经费及

市级机关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奖、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等。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妇幼保

健机构（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41.61 万元，2016 年决

算为 37.0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8.94%，决算数小于预算

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财预[2016]36 号文件精神，对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的支出功能科目进行调整，由原单位主科

目调整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应急救

治机构（项）。2016年年初预算为 268.98 万元，2016 年决

算为 335.3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4.67%，决算数大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年中追加购置一辆急救车辆经费(更新)。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采供血

机构（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497.74万元，2016年决算



为 702.1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41.07%，决算数大于预算

数的主要原因年中追加省拨血液安全保障能力资金。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6 年决

算为 2.47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年中追加省

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考核资金。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重大公

共卫生（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1018.00 万元，2016 年

决算为 1098.1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7.88%，决算数大

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省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目

标和要求，年中追加省拨流感、不明原因肺炎监测、血液安

全保障能力补助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保障（款）行政单

位医疗（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6 年决算为

860.43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机关干部

体检完成情况，拨付医疗单位机关干部体检经费。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保障（款）城乡医

疗救助（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6 年决算为

110.51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收到财政拨付

单位垫付的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保障（款）其他医

疗保障支出（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6 年决

算为 3639.61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相

关工作执行完成情况，年中追加拨付惠民医疗、艾滋病免费

检测、农村妇女增补叶酸等项目经费。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中医药（款）中医（民

族医）药专项（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24.79万元，2016

年决算为 175.1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706.36%，决算数大

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省相关工作的目标和要求，年中

追加省下拨的中医药能力建设资金。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计划生育事务（款）计

划生育机构（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199.95 万元，2016

年决算为 191.3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5.7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计划生育事务（款）计

划生育服务（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35 万元，2016 年决

算为 59.2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69.16%，决算数大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根据上级相关工作的目标和要求，年中追加

中央下拨的计划生育服务项目补助资金。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计划生育事务（款）其

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154.96 万

元，2016 年决算为 131.9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5.14%，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专项

检测费未完全支付。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

务（款）食品安全事务（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

2016年决算为 100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根据

上级相关工作的目标和要求，年中追加中央下拨的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能力监测项目资金。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

育支出（款）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项）。2016年



年初预算为 10万元，2016年决算为 203.59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2035.90%，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根据上级相

关工作的目标和要求，年中追加省下拨疾病预防控制经费及

追加拨付市继续医学教育中心 2015-2016 学年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经费。 

农林水支出（类）其他农林水支出（款）其他农林水支

出（项）。2016年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6 年决算为 17万

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2016 年度中市财政局追

加市级部门结对帮扶及社区共建资金。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2016 年年初预算为 486.47 万元，2016 年决算为 481.97 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9.07%。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

2016 年年初预算为 0.27 万元，2016 年决算为 0.84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311.11%，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年

中追加安排退休人员的提租补贴。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2016年年初预算为 64.01万元，2016年决算为 60.97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95.25%。 

2.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绍兴市卫生计生委单位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28628.39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24381.01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奖金、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休



费、 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

提租补贴、购房补贴； 

公用经费 4247.38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

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

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四）政府性基金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

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城市建设支出（项）。2016年

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6 年决算为 4355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安排绍兴市口腔医院迁建工程资金 2000 万

元，安排绍兴市公共卫生中心建设等工程 2355 万元用于偿

还基建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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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

支出（项）。2016 年年初预算为 1756.77 万元，2016 年决

算为 1806.1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2.81%。 

其他支出（类）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

支出（款）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项）。2016年

年初预算为 0 万元，2016 年决算为 804.93 万元，决算数大

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2016 年度中市财政局追加的医疗救助 

“实时结报”政策兑现资金。 

（五）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1.因公出国（境）费用：根据外事部门安排的因公出国



计划和实际工作需要，2016年度因公出国（境）费用决算 0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2016 年度本部门无因公出国（境）

人员。 

2.公务接待费：2016 年度公务接待费决算 13.23 万元，

比上年决算数下降 43.00 %。主要用于接待上级部门及兄弟

省市来绍督导检查、政策调研、考察学习、工作交流等支出。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2016 年接待批次较上年减少 139 批次，

722 人次。 

其中，本单位国内公务接待86批次，1880人次，共 13.23

万元，其中，外事接待 0 批次，0 人次，共 0.00 万元。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16年度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决算 412.75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长62.87%。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300.30 万元（含购置税等附加费

用），主要用于经批准购置的 6辆公务用车；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支出 112.45 万元，主要用于医改计生政策调研、专

项检查、卫生监督执法、疾病预防控制、采供血、应急救治

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2016年度，本级及所属单位

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46 辆。减

少的主要原因是因管理体制调整，有 6 家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及卫生计生监督所高新区一分所二分所划入

越城区管理，不再纳入本部门汇总报表，车辆相应减少 。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6年度市卫生计生委本级 1家行政单位以及所属市卫



生计生监督所、市计划生育协会秘书处 2 家参公事业单位的

机关运行经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57.63 万元，比上年度增

加 20.51 万元，增长 8.65%,主要原因是福利费计提标准从

3.5%提高至 5%。 

2.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6 年度市卫生计生委本级及所属各单位政府采购支

出总额 9670.8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8464.55万

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108.36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1097.89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9670.80万元，占政

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 %。 

3.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市卫生计生委本级及所属各

单位共有车辆 90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46辆、一般执法

执勤用车 7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15 辆、其他用车 22 辆。

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32 台（套）。 

4.部门预算绩效情况。 

2016 年度市卫生计生委本级及所属各单位 42 个项目实

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预算 6919.20万元，

实际支出 6215.47万元。绩效评价结果显示，上述项目单位

能够按照批复的绩效目标组织实施，措施得力，绩效明显，

各项管理制度健全，项目管理程序规范，资金使用合规，完

成了年度的预期绩效目标，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达

到了预期结果。 

其中，主要民生项目和重点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⑴“市直卫生计生系统科教经费”项目预算安排 273万



元，实际支出 273万元。经自评，该项目依据《绍兴市卫生

计生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扶助和奖励办法》》（绍卫计发

〔2015〕189号）及 2016年度工作计划安排，项目实施管理

制度为《绍兴市直卫生科教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绍兴市卫生计生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绍

兴市卫生计生 1515 人才工程实施办法》及《关于下拨 2016

年度市直卫生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扶助奖励经费的通知》，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医学重点学科资助、科技计划项目资助、

科技创新成果奖励、人才培养扶助和奖励。2016 年资助和奖

励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4 个；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划项目 14

个，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项目 3个，绍兴市卫生计生科技

计划项目 30 个；医学专业著作 7 个；SCI 系列论文 52 篇；

国家级继教项目 29 个；医坛新秀 13 人；复合型管理人才 20

人；出省进修 15人；在职取得博士、硕士学位 22人。通过

对卫生科教经费的投入，引导我市卫生系统优势学科技术做

大做强，保持省内领先地位；加强医学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提高我市医学科技基础研究水平；加强科研投入，积极开发

新技术、新项目；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进一步提升高

学历、高层次人才的拥有量，建设一支国内、省内一流的学

科带头人队伍，推进我市卫生科教工作的发展，提高我市医

疗临床技术水平和科研水平。 

⑵ 血袋耗材试剂项目预算安排 637万元，实际支出 637

万元。经自评，该项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血

站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2016 年度工作计划安排，

项目实施管理制度为《绍兴市中心血站招标采购管理办法



（试行）》、《绍兴市中心血站仓库管理制度》等，项目资

金主要用于采购采供血工作相关的血袋、血液检测进口试剂、

机采耗材等，该项目执行提升了血液检测能力，实际采购支

出与预算成本相符程度较高，血袋耗材试剂材料验收合格率

和使用率较高，为 2016 年度全血采集人次 22787 人、血小

板采集人次 3578 人、血液检测标本人次 46909 人、年供血

总量在 6.8吨提供了有效保障，增强了检测工作精确度，确

保临床用血血液 100%来自公民无偿献血，血液质量安全零事

故，供应及时、安全、有效。 

⑶ “适龄儿童窝沟封闭”项目预算安排 92.435 万元，

实际支出 92.435 万元。经自评，该项目依据《关于印发绍

兴市越城区、市直开发区适龄儿童窝沟封闭项目实施方案

（试行）的通知》（绍市卫发[2013]189号文件）及 2016年

度工作计划，项目实施管理制度为绍兴市口腔医院《财务审

批制度》、《预算管理制度》、《物资采购制度》等，项目

资金主要用于药品试剂等耗材购买、医疗服务人员工作经费、

项目办日常宣传培训督导信息化管理及仪器设备维护更新

等，该项目为适龄学生普及口腔卫生知识、开展口腔健康检

查，并对符合适应证的对象进行窝沟封闭，预防儿童第一恒

磨牙龋齿发生，2016 年初查学生总数为 8054 人，实际封闭

学生总数 2389人，复查中封闭完好牙齿颗数 5234颗，覆盖

率、封闭率、完好率较高。 

5. 部门决算单位构成变化情况 

根据《关于完善市与越城区、绍兴高新区、镜湖新区管

理体制的实施意见》（绍市委发〔2016〕17 号）文件精神，



本部门所属的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卫生院、绍兴市越城区皋

埠镇卫生院、、绍兴市越城区陶堰镇卫生院、绍兴市越城区

富盛镇卫生院、绍兴市越城区稽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六家单位 2016 年

度中划入越城区管理，不再纳入本部门决算报表，相应减少

部门 2016年度年初收入预算 14655.81万元，其中减少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 5106.14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款）城市社区卫生机构（项）1353.58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款）

乡镇卫生院（项）3450.55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

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302.01 万元）。 

四、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本级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财政预算资

金，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事业单位专户资金:作为本部门的事业收入，纳入财

政专户管理的资金。 

3.事业收入：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

取得的收入，不含专户资金收入。 

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5.其他收入：预算单位在“财政拨款、事业收入、经营

收入”等之外取得的各项收入（含上级补助收入和附属单位

缴款等收入）。  

6.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

的“财政拨款收入”、“专户资金”、“事业收入”、“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上年结转”等不足以

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

本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7.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

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8.结转下年：是指预算单位本年底前的收入预算未执行

完毕，需结转下年度按照原用途继续使用的结转资金，以及

本年底前收支相抵后盈余或亏损的结余资金，其中包括当年

事业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用于核算当年应交所得税和提取事

业基金、专用基金的分配情况和结果。 

9.基本支出：是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所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日常公用支出。 

10.项目支出：是预算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

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11.机关运行经费：是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

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1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

构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指反映行政单位（包

括实行公务员单位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

其他项目支出。 

13.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

指反映用于培训的支出。 

14.科学技术支出（类）基础研究（款）自然科学基金

（项）指反映用于开展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所需的支出。 



15.科学技术支出（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应用技

术研究与开发支出（项）指反映用于技术开发研究和近期可

望取得实用价值的专项技术开发研究的支出。 

16.科学技术支出（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产业技

术研究与开发（项）指反映国家推进产业发展中重大、共性、

关键性技术研究与开发，加速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等方

面的支出。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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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反映用于其他技术研究和开发方

面的支出。 

18.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条件与服务（款）其他科

技条件与服务支出（项）指反映用于其他科技条件与服务方

面的支出。 

1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反映机关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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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反映机关事业单位

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2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卫生与计划生

育支出（款）行政运行（项）指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

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2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卫生与计划生

育管理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指反映行政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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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卫生与计划生

育支出（款）其他医疗卫生管理管理事务（项）指反映除行

政运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机关服务以外其他用于医疗卫

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2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综

合医院（项）指反映卫生、中医部门城市综合性医院、独立

门诊、教学医院、疗养院和县医院的支出。 

2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中

医（民族）医院（项）指反映卫生、中医部门中医院、中西

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的支出。 

2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传

染病医院（项）指反映卫生、中医部门专门收治各类传染病

人医院的支出。 

2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精

神病医院（项）指反映专门收治精神病人医院的支出。 

2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妇

产医院（项）指反映卫生、中医部门专门从事妇幼保健的医

院支出。 

2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其

他专科医院（项）指反映卫生、中医部门除传染病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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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其

他公立医院支出（项）指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用于公立医



院方面的支出。 

3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款）乡镇卫生院（项）反映用于乡镇卫生院方面的支出。 

3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款）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

以外的其他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方面的支出。 

3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项）指反映卫生部门所属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的支出。 

3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卫

生监督机构（项）指反映卫生部门所属卫生监督机构的支出。 

3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妇

幼保健机构（项）指反映卫生部门所属妇幼保健机构的支出。 

3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应

急救治机构（项）指反映卫生部门所属应急救治机构的支出。 

3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采

供血机构（项）指反映卫生部门所属采供血机构的支出。 

3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反映反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 

3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重

大公共卫生（项）反映重大疾病预防控制等重大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支出。 

40.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其

他公共卫生支出（项）反映除上述以外的其他用于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支出。 



4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保障（款）行

政单位医疗（项）指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

经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

医疗经费。 

4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保障（款）城

乡医疗救助（项）指反映用于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的支出。 

4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保障（款）其

他医疗保障支出（项）指反映其他用于医疗保障方面的支出。 

4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中医药（款）中医

（民族医）药专项（项）指反映卫生部门所属机构中医（民

族医）药方面的专项支出。 

4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计划生育事务（款）

计划生育机构（项）指反映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所属计划生

育机构的支出。 

4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计划生育事务（款）

计划生育服务（项）指反映计划生育服务支出。 

4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计划生育事务（款）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项）指反映其他计划生育管理事务

方面的支出。 

4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食品和药品监督管

理事务（款）食品安全事务（项）指反映用于食品(含食品

添加剂、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方面的支出。 

4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其他医疗卫生与计

划生育支出（款）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项)指反映



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方面的支出。 

50.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

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城市建设支出（项）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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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农林水支出（类）其他农林水支出（款）其他农林

水支出（项）指反映其他农林水方面的支出。 

52.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

金（项）指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事部和财政部规定的基本

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53.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

（项）指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含离

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支出。 

54.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

（项）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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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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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

排的支出（项）指反映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

安排的支出。 

56.其他支出（类）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

排的支出（款）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项）指反

映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