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项目总金额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心
✓,. 巧

，、
必要性、妒 •.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2019年）

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财政补助经费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付桂荣 联系人 杨建华
67885736

2019-01-01 结束时间 2019-12-31

80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80000000.00

60000000. 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60000000. 00

项目详细信息
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觅要任务。为加快推进城市公立医院改
革，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公立医院公益性质和主体作用，切实落实政府办医
责任，珩力推进管理体制、补偿机制等体制机制改革。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政(2017)
23号）提出 “ 探索建立药品（耗材）价格谈判奖励机制。鼓励医疗机构或采购联合体与药品（耗
材）生产经营企业进行价格谈判，在不高于集中采购价格或医保药品支付标准的前提下，通过价
格谈判降低药品（耗材）费用的，根据差价金额，财政按原供给渠道给予适当奖补。”

2017年7月我市出台《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政(2017) 23号，按照 “改体制、建机制、优秩序、控费用、强考核 ＂ 的思路，以取消药

品加成为切入点，统第推进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价格机制、药品（耗材）采购、编制人事、收
入分配、医保支付、考核监管等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院可持续的公
立医院运行新机制，构建布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分级诊疗就医格局。重点在破除
以药补医、建立政府办医体制、改革人事薪酬制度等方面开展积极探索。
文件中规定因药品零差率销售减少的合理收入，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补偿90%, 财政按照原供
给渠道补偿10%。根据参与改革的医院性质和隶屈关系，对取消药品加成后的政府补助实行分类
管理、各负其贲。各级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由同级财政负资诏实；行业部门、邓业单位举办的公

， 立医院由主管部门按照原经费渠道落实；部队、企业和高校举办的公立医院由举办单位负责落实
。在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10%的财政补偿落实到位前提下，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补偿不足90%的，
财政按照原供给渠道对所屈公立医院给予适度补偿，保院公立医院可持续发展。

2017年7月我市出台《郑州市人民政府关千印发郑州市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政(2017) 23号

2019年资金需求8000万元，其中；下达县（市、区） 0万元。增减变化的原因为根据2018年公立
医院测符药品加成收入和调价补偿率计符，2018年财政补偿补助资金缺口和2019年财政应补偿补
助资金。专项资金使用年限为常年性项目．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办公费 80000000.00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以取消药品加成为切入点，统筹推进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价格机制、药品（耗材）采购、编制

项目总目标
人事、收入分配、医保支付、考核监管等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樟可
持续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构建布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分级诊疗就医格局。重
点在破除以药补医、建立政府办医体制、改革人事薪酬制度等方面开展积极探索。





















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健康扶贫专项经费

单位编码 0570010 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付桂荣 联系人 李海保
联系电话 67172022 

开始时间 2019-01-01 结束时间 2019-12-3\ 

项目总金额 8670000. 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839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3391000. 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3391000. 00 

项目详细信息
围绕市委、 市政府 ” 两年攻坚脱贫 ” 和 “ 后续巩固提升 ＂ 的总体目标任务， 全面提商我市贫困人

项目概况 口健康水平和贫困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一是加强贫困人群医疗保陆，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
合人员在县域内住院冶疗的， 免除县、 乡级新农合住院起付线。 二是对贫困村卫生室扶贫攻坚期
内每年给予2000元的水、 电、 气（暖）、 耗材和网络运行费用补贴．

立项依据
依据国家和省健康扶贫工作精神， 按照市委、 市政府《关于深入推进精准扶贫打颍脱贫攻坚战的
实施意见》 （郑发[2016] 3号）、 《郑州市健康扶贫工作实施意见) （郑卫[2016] 185号）。

项目设立的 通过升展系列化帮扶、 救助、 社会保障， 推动农村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 提商衣村贫

必要性 困人口医疗保降能力， 逐步消除因病致贫问题， 努力加快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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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冶工作实施方案》、 《郑州市困难群众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
夕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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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措施�-.`  ` ｀ 费工作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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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计划

2019年3月底前100%拨付， 其中3月底前100%拨付下达县（市、 区）。｀ `
 ＼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办公费 8390000.00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一是加强贫困人群医疗保陌，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人员在县域内住院治疗的免除县、 乡级新衣
合住院起付线： 二是对全市248个贫困村卫生室扶贫攻坚期内每年给予2000元的水、 电、 气

（暖）、 耗材和网络运行费用补贴。 确保县域内所有贫困人口按规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
险、 困难群众大病补充送疗保险， 实现应保尽保， 并按规定享受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普惠性待遇
和贫困人口特惠医保待遇， 切实切实减轻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负担， 全面提升农村基本公共卫

项目总目标 生服务和社会保防水平。 提高臣疗保障水平， 通过落实 “ 先看病后付费” 、 “ 一站式结算”、 “ 
医疗救助政策” 、 “大病保险报销 ” 、 “七免一减” 等优惠政策， 切实减轻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费
用负担， 有效防止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 通过开展系列化帮扶、 救助、 社会保璋， 推动衣村贫困
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 提高衣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能力， 逐步消除因病致贫问题， 努力加
快衣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

年度绩效目标 2019年资金需求839万元， 其中： 下达县（市、 区） 839万元。 增减变化的原因为贫困人口就医人
次增长较快、 新增巩义市健康扶贫工作纳入郑州市管理， 专项资金使用年限为常年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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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支出项目绩效日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专项经费

单位编码 057028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士东 联系人 陈雨虹

联系电话 0371-67173860 

开始时间 2019-01-0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总金额 59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59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I. 项目背泉： 被全国爱卫办评为国家卫生城市， 才能创建健康城市、 健康村镇。 国家卫生城市关
注外在环境， 健康城市关注个体健康。 2016年11 月， 我市被全国爱卫会确定为全国38个健康城市

-- 建设首批试点城市之 一 （其中， 北京、 天津、 长春、 济南、 郑州等38个城市）。 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 2017年5月印发了《郑州市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工作方案》 （郑办 (2017) 32

｀＇，，． 号）， 安排部署我市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工作． 市长任委员会主任， 由委员会牵头、 专业委员
项目概况 会组织、 部门负贡、 政府投入、 项目管理、 目标考核的工作方式。 2018年7月市政府印发了《郑

m一-一”
州市健康城市建设三年规划 (2018-2020年）》 （郑政 [2018)36号）， 推进健康城市建设。 2. 项

-- -- 目开展类型和活动： 通过开展建设 “ 钮康 “ 细胞工程、 建立健康管理工作拱式、 完善环境卫生基
础设施、 加强饮用水安全眢理、 改善环圾质量、 完善公共安全保啼体系、 提高健康义化宦传教育
水平等工作， 最终实现营造健康环境、 构造健康社会、 优化健康服务、 培育健康人群、 发展健康
文化的总体目标。 3. 项目资金性质： 市级财政全额负担。

1 《关千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指导悉见》 （全爱卫发 (2016) 5号）。 2. 《郑州市开展

立项依据
健膜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工作方案》 （郑办 (2017 J 32号）。 文件要求： 一是各级政府要保证足额
拨付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规划经费、 委员会专业委员会日常工作经费， 并按照每人1元的标
准， 把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管理。

根据《郑州市健康城市建设三年规划 (2018-2020年）） （郑政 [2018]36号）文件的要求， 健康
城市是卫生城市的升级版， 通过完善城市的规划、 建设和管理， 改进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和健康

．．～．．
项目设立的

服务， 全面普及健康生活方式， 满足居民健康需求， 实现城市建设与人的健康协调发展。 建设健
原城市， 不仅是维护和促进群众全面健康的科学实践， 也是消除健质不平衡的重要策略， 是打造

必要性 健康中国，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因此， “十三五 ” 期间， 加快郑州市健康城市建
设， 全方位、 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大幅提尚健康水平， 显著改善健康公平， 显得更为紧迫和匣
要。

按照《郑州市升展将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工作方案》 （郑办 (2017) 32号）、 《郑州市健康单位
评审与管理暂行办法》 （郑健促委 (2018) I 号）要求： 一 是继续推进健康 “ 细胞 ” 建设。 二是

项目配套 继续推进健康村镇示范村建设， 进一步聚焦健康城市工作薄弱环节， 里点完善村镇基础设施条
制度措施 件， 改善人居环埮卫生面貌， 突出地域特点， 努力建成一批贴近需求， 群众认可的健康村镇示范

。 三是加大媒体宣伈力度， 发展健康义化， 充分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 开展多角度、 多层次、
全方位的健康知识宣传， 在全社会倡导正确的健康理念。

一是大力开展开展健康细胞建设， 力争三年内城区学校基本建成健康学校 ： 城区内医院三年内基
本建成健康医院； 力争三年内40%以上社区建成健康社区。” “ 以健康社区、 健康单位和健膜家

项目实施计划 庭为里点， 以整洁宜居的环境、 使民优质的服务、 和谐文明的义化为主要内容， 推进健康 ＂ 细胞
"l程建设； 二是力争升展 ” 于万郑州人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计划 ” 三是充分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
介， 开展多角度、 多层次、 全方位的健康知识宜传， 在全社会倡导正确的健康理念，

项目构成
.. .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奖励金 5900000.00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1. 通过创建健康城市、 健康村镇， 到2020年， 初步实现郑州市健康城市示范目标． 如： 郑州市民
预期寿命延长 (78.3一一79.3岁）、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1%、 城市空气质品优良天数比率

项目总目标
)62.5%、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达到38%、 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到17%等。2通过开展建设
“健康 ＂ 细胞工程、 建立健康管理工作模式、 完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 加强饮用水安企管理、 改

善环堍质旦、 完善公共安全保际体系、 提商健康文化宜传教育水平等工作， 最终实现营造健康环
境、 构造健康社会、 优化健康服务、 培育健康人群、 发展健康义化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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