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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基本情况

一、 部门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国民健康和卫生健康

事业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划;负责起草全市卫生健康、中医

药事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政策规划和地方标准

并组织实施。统筹规划全市卫生健康资源配置,指导全市区域

卫生健康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制定并组织实施推进全市卫生



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和公共资源向基

层延伸等政策措施。

（二）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贯彻落实国家、

省市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大政策、措施。组织深化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进管办分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推动卫生健康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

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政策措施，提出地方医疗服务和药品

价格的政策建议。

（三）拟订全市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免疫规划以及严重

危害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并组织实施。负责

卫生应急工作，组织指导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控制

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

（四）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负责

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工作。

（五）贯彻落实国家药物政策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开展

药品使用监测、临床综合评价和短缺药品预警。组织开展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

（六）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

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等公共卫生的监

督管理，负责传染病防治监督，健全全市卫生健康综合监督

体系。

（七）拟订全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业管理办法并监

督实施，建立全市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会同有关

部门贯彻执行国家、省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资格标准。拟



订和组织实施医疗服务规范、标准和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

执业规则、服务规范。

（八）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开展地方人口监

测预警，研究提出全市人口与家庭发展相关政策建议，落实

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九）推进全市基层医疗卫生、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推进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发展。

（十）指导和协调全市保健对象的医疗保健工作，负责

在郑州市召开的重要会议与重大活动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十一）负责中医管理工作，拟订全市中医药事业中长

期发展规划。

（十二）承担郑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郑州市艾滋

病防治工作委员会、郑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郑州市人口和

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指导郑州市计划生育协会

的业务工作。

（十三）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四）有关职责分工：

1.与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职责分工。郑州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负责开展全市人口监测预警工作，研究提出与生

育相关的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方面的政策建议，促

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参与制定全市人

口发展规划和政策，落实人口发展规划中的有关任务。郑州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组织监测和评估全市人口变动情

况及趋势影响，建立人口预警预报制度，开展重大决策人口



影响评估，完善重大人口政策咨询机制，拟订人口发展规划

和人口政策，研究提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

可持续发展，以及统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2.与郑州市民政局的职责分工。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负责拟订应对全市人口老龄化、医养结合政策措施，综合协

调、督促指导、组织推进老龄事业发展，承担老年疾病防治、

老年人医疗照护、老年人心理健康与关怀服务等老年健康工

作。郑州市民政局负责统筹推进、督促指导、监督管理养老

服务工作，拟订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法规、政策、

标准并组织实施，承担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

作。

3.与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职责分工。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会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部门制定、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对通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或者接到举报发现食品可能存在

安全隐患的，应该立即组织进行检验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并及时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通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结果，对得出不安全结论的食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

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在监督管理工

作中发现需要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应当及时向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提出建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建立重大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相互通报

机制和联合处置机制。

4.与郑州市医疗保障局的职责分工。郑州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郑州市医疗保障局等部门在医疗、医保、医药等方面

加强制度、政策衔接，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协同推进改革，

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和医疗保障水平。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内设 29

个职能处（室、局），包括：办公室、组织处、人事处（考

务办公室）、财务处、规划信息处、政策法规处、体制改革

处、疾病预防控制处（艾滋病防治办公室）、医政医管处（行

业作风建设办公室）、中医管理局、农村卫生健康处、社区

卫生健康处、卫生应急办公室、科技教育处、综合监督处、

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处、食品安全处、老龄健康处、妇

幼健康处、职业健康处、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宣传处、

合作交流处、行政审批办公室、信访处、健康城市指导处、

县（市）爱国卫生处、城区爱国卫生处、病媒生物防制处。

（二）下属单位：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属 23 个归

口预算管理单位，包括：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郑州市

卫生计生监督局、郑州市保健委员会健康管理中心、郑州市

职业病防治院、中华医学会郑州分会、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

中心、郑州市医学人才考试中心、郑州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

站、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郑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郑州市中心医院、郑州人民医院、郑州市第六

人民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郑

州儿童医院、郑州市骨科医院、郑州市中医院及、郑州市妇



幼保健院、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郑州市第一按摩医院和郑

州市嵩山医院。

（三）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 年部门预算公开包

括机关本级预算和下属单位预算。

三、人员构成情况

部门机关及归口预算管理单位人员共有编制 8455 人，

其中：行政编制 142人，事业编制 8313人；在职职工 10540

人，离退休人员 2981人。

四、车辆构成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353 辆，其

中：轿车 56 辆，越野车 16 辆，小型载客汽车 30 辆，大中

型载客汽车 17辆，其他车型 234辆。

第二部分 2021年部门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收入预算总计 1115442.79 万元，支出预算总计

1115442.79万元，与 2020年预算相比，收入减少 178530.13

万元，下降 13.8%，主要原因是：预算项目减少，包括国家

卫生城市县（市）、乡（镇）创建奖补资金，政府建设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奖补资金，老龄健康工作经费等；支出减少

178530.13万元，下降 13.8%，主要原因是：部分项目预算金

额变化，包括市三院与树兰医疗管理集团建立深度合作关系

项目资金，市级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专项资金，卫生城市管



理奖补资金，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财政补助资金等。

二、收入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年收入预算 1115442.7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79823.85万元（财政拨款 79344.37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429.46万元、专项收入 23万元、国有资

产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27.02万元、其他收入 0万元），政府性

基金收入 868万元，其他各项收入 1034750.94万元，转移支

付收入 0万元。

三、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支出预算 1115442.7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057809.47 万元，占比 94.83%；项目支出 57633.32 万元，

占比 5.17%。

（一）按功能科目分类，包括教育支出 1303.68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668.98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

出 1105238.15 万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702 万元，住房保

障支出 1661.98万元，其他支出 868万元。

（二）按支出用途分类，按支出用途分类，包括基本支

出 1057809.4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86867.28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761646 万元，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9296.2

万元，资本性支出 0万元；项目支出 57633.32万元。

（三）主要项目

1.基本公卫专项经费 6378.3万元

（1）项目概述及政策依据



项目概述：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内容，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的重要工作。

政策依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7 年）》

（第三版），《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基本

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公共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8〕89号）、《河南省医疗卫生领

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豫

财社〔2019〕42号）。

（2）资金测算

2021 年资金需求 6378.3 万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主要

包括：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 岁儿童健

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管理，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肺结核

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报告和处理等 12 项内容，以及健康素养促进，妇幼卫生

（包括儿童营养改善、免费补服叶酸等），老年健康服务，

医养结合，卫生应急，提供避孕药具，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计划生育事业费，地方病防治，食品安全保障等。

2.健康扶贫专项资金 1223万元

（1）项目概述及政策依据

项目概述：切实减轻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负担，提升

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

政策依据：《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



进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郑发〔2016〕3号）、

《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郑

州市健康扶贫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郑卫〔2016〕185号）。

（2）资金测算

2021年资金需求 1223万元，主要包括免除贫困人口县

域内基本医保县、乡级住院起付线；对全市符合条件的贫困

村卫生室每年给予 2000 元的水、电、气、暖、网络运行费

补贴。

3. 村所基本药物补助资金 1171万元

（1）项目概述及政策依据

项目概述：2011年 12月 1 日起，我市已在村卫生室实

施基本药物制度，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集中采购、零差率销

售，市级财政在省和县级财政补助的基础上，对村卫生室给

予一定的补助。

政策依据：依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

市切实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办文

〔2016〕43号）。

（2）资金测算

2021年资金需求 1171万元，主要是对全市（含巩义市）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 2342个村卫生室每年补助 5000元。

4.“三个一”健康小屋建设管理项目资金 600万元

（1）项目概述及政策依据

项目概述：根据“健康郑州”总体工作要求，在全市机

关、企事业单位、学校推行“三个一”健康管理模式，即在



单位、学校建设一间健康小屋作为开展健康管理的场所，设

立一名健康管理员负责本单位的健康管理工作，由签约医疗

机构组建一个健康管理服务团队，为单位职工、学校师生提

供健康管理服务。

政策依据：《郑州市十三五卫生与健康发展规划》、《国

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意见》（国发〔2019〕13号）、《全

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方案（2017-2025）》（国卫办疾控发

〔2017〕16号）。

（2）资金测算

2021年资金需求 600 万元，主要包括增建 30个健康小

屋，主要为每个健康小屋配备健康一体机和心理测评系统，

保障工作耗材、健康宣传材料以及对单位健康管理的培训和

业务指导费用等。

四、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一）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 79823.85 万元，政府性

基金收支预算 868 万元。与 2020 年预算相比，一般公共预

算收支预算减少 2026.52万元，主要原因是：一是预算项目

减少，包括国家卫生城市县（市）、乡（镇）创建奖补资金，

政府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奖补资金，老龄健康工作经费

等。二是预算项目增加，包括新开行贷款利息项目，计划生

育服务资金，市第一按摩医院信息化系统补助资金等。三是

部分项目预算金额变化，包括市三院与树兰医疗管理集团建



立深度合作关系项目资金，市级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专项资

金，卫生城市管理奖补资金，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财政补

助资金等。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增加 868万元，主要原因是：

增加市第八人民医院、市第一按摩医院和市嵩山医院用于社

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79823.85 万元，主要用

于以下方面：教育支出 45 万元，占 0.06 %；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 3945.49万元，占 4.94 %；医疗卫生支出 72469.38万

元，占 90.79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702万元，占 2.13%；

住房保障支出 1661.98万元，占 2.08%。

（三）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 22888.53万元，其

中：人员经费 20145.9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4131.03

万元、津贴补贴 2240.14万元、绩效工资 1677.49万元、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 1201.86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 638.48万元、其他社会保障性缴费 60.09万元、住房

公积金 1661.99万元、离休费 201.63万元、退休费 402.13万

元、生活补助 16.12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914.94

万元。

公用经费 2742.63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474.34万元、

印刷费 70.9万元、水费 12.65万元、电费 102.45万元、邮电

费 63.56万元、取暖费 42.12万元、物业管理费 150.2万元、

差旅费 104.5万元、维修（护）费 133.87万元、租赁费 84.6



万元、会议费 22.07万元、培训费 45万元、公务接待费 7.74

万元、专用材料费 30.64万元、劳务费 210.64万元、委托业

务费 490.64万元、工会经费 80.9万元、福利费 54.17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3.25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169.42万元、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72.25万元、办公设备购置 36.72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868万元，主要包括：市第

八人民医院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40万元，市第

一按摩医院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698万元，市嵩

山医院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30万元。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万元。

（六）“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三公”经费预算 105.99 万元，比 2020 年减少

43.55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 0元，主要用于单位工作人员公务

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

支出。预算数与 2020年相同。

2.公务用车购置费 0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98.25 万

元，主要用于开展工作所需公务用车的燃料费、维修费、过

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数与 2020

年相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数比 2020 年减少 29.29



万元，主要原因是加强公务用车管理，严格执行预算要求，

厉行节约。

3.公务接待费 7.74万元，主要用于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

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预算数比 2020 年减少 14.26

万元。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预算要求，厉行节约。

五、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2021年，运行经费安排 1004.58万元，用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安排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费

126.89万元，印刷费 50.4万元，邮电费 39.06万元，差旅费

80万元，维修（护）费 65.24万元，会议费 17.87万元，培

训费 45 万元，公务接待费 6.24 万元，劳务费 65.04 万元，

委托业务费 294.34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6.65万元，

其他交通费用 152.92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7.53万元，

办公设备购置 27.4万元。比上年减少 620.6万元，主要原因

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减少，严格执行预算要求，

厉行节约。

六、支出预算经济分类情况说明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方案>的

通知》（财预〔2017〕98号）要求，从 2019年起全面实施支

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根据政府预算管理和部门预算管理的

不同特点，分设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和政府预算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两套科目之间保持对应关系。根据经济分类

科目改革要求，我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按两套

经济分类科目反映全部预算支出。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1 年政府采购预算 6504.75 万元，比 2020 年增加

5868.7万元，主要原因是：医疗单位购置医疗设备、器械，

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6097.42万元，服务支出 407.33万

元，具体采购明细如下。

（一）货物类：

1.办公设备 26.42万元；

2.医疗设备、器械 5623万元；

3.信息技术、信息管理软件的开发设计及采购 328万元；

4.其他专用材料 120万元。

（二）服务类：

1.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住院护理保险补贴资金 135.33

万元；

2.病媒生物防制专项资金 272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353 辆，其

中：一般公务用车 44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212 辆、其他

用车 97辆，其他用车主要是医疗救援车辆；单价 50万元以

上通用设备 226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952台（套）。

九、预算绩效目标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1年公开部门（单位）整体绩效情况的单位共 24家。

本部门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共有 32项，包括：“三个一”

健康小屋建设管理项目资金 600万元，12320热线运营资金



149.23万元，病媒生物防制专项资金 272万元，城市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财政补助资金 6377.3万元，村所基本药物补助资

金 1171万元，公立医院设备资金 5000万元，基本公卫市级

配套资金 6378.3万元，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住院护理保险

补贴资金 135.33万元，健康扶贫专项资金 1223 万元，健康

知识普及行动和健康促进项目资金 640万元，老年乡医生活

补助资金 212.4万元，人才培养资金 320万元，生活饮用水

水质在线监测服务资金 107.78万元，市级计划生育服务和管

理专项资金 16364万元，市级医疗卫生服务和管理专项资金

1500 万元，市三院与树兰医疗管理集团合作项目资金 2000

万元，铁路移交离退休人员资金 2629.68万元，外国政府设

备贷款补助项目资金 1200万元，卫生城市管理奖补资金 1430

万元，县级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 476.3万元，新开行贷款

利息项目资金 340万元，医养结合工作推进资金 261万元，

中医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2500 万元，卫生专业技术资格和护

士执业资格考试资金 23 万元，创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

合作共建资金 3000 万元，计划生育服务资金 200 万元，疾

病监测和疫苗规范化管理项目资金 300万元，职业病预防控

制资金 160万元，全民急救技能普及项目资金 200万元，医

疗保健专项经费 1765 万元，市第一按摩医院新院房租补助

资金 380万元，市第一按摩医院信息化系统补助资金 318万

元。

十、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情况



部门 2021 年预算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共有 10 项，

主要是：基本公卫市级配套资金 6378.3 万元，市级计划生育

服务和管理专项资金 16364 万元，县级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

金 476.3 万元，卫生城市管理奖补资金 1380 万元，人才培养

资金 28 万元，健康扶贫专项资金 1223 万元，老年乡医生活

补助资金 212.4 万元，村所基本药物补助资金 1171 万元，医

养结合工作推进项目资金 261 万元，卫生专业技术资格和护

士执业资格考试资金 23 万元。我部门将按照《预算法》等

有关规定，积极做好项目分配前期准备工作，在规定时间内

向财政部门提出资金分配意见，根据有关规定要求做好项目

申报公开等工作。

十一、空表情况说明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空表的主要原因是

本部门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市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

动所取得的收入。如预算管理单位开展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

活动、按照国家规定收费项目和标准取得的收入。

三、上级补助收入：指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

财政补助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等以外的收入。如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租

金收入、捐赠收入、存货盘盈收入等。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三公”经费。纳入省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

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

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以及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

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食

宿费等支出。

八、政府采购：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

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

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九、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用于购

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

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

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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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表

2021年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一、一般公共预算 798,238,508 一、基本支出 10,578,094,728 

    1、财政拨款 793,443,698     1、工资福利支出 2,868,672,778 

    2、专项收入 230,000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92,961,962 

    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4,294,610     3、商品服务支出 7,616,459,988 

    4、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70,200     4、资本性支出

    5、其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二、项目支出 576,333,2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8,680,000     1、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项目 543,303,2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债务项目 3,400,000 

四、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3、基本建设项目

五、其他各项收入 10,347,509,420     4、其他项目 29,630,000 

六、上级转移支付

本年收入合计 11,154,427,928 本年支出合计 11,154,42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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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
的非税收入

其他各项收
入

上级转移支
付类 款 项 小计 其中：财政拨

款
合计 11,154,427,928 798,238,508 793,443,698 8,680,000 10,347,509,420 

057001001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 545,321,949 545,321,949 545,157,749 

205 08   03   培训支出 450,000 450,000 45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045,691 1,045,691 1,045,691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129,325 2,129,325 2,129,325 

210 01   01   行政运行（医疗卫生管理事务） 24,528,506 24,528,506 24,364,306 

210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医疗卫生管理事务） 4,892,300 4,892,300 4,892,300 

210 02   01   综合医院 32,000,000 32,000,000 32,000,000 

210 02   99   其他公立医院支出 148,032,800 148,032,800 148,032,800 

210 03   99   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 13,834,000 13,834,000 13,834,000 

210 04   0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64,860,800 64,860,800 64,860,800 

210 04   99   其他公共卫生支出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210 06   01   中医（民族医）药专项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 

210 07   17   计划生育服务 164,993,300 164,993,300 164,993,3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131,203 1,131,203 1,131,203 

210 16   01   老龄卫生健康事务 2,610,000 2,610,000 2,61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33,630,000 33,630,000 33,630,000 

212 05   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17,020,000 17,020,000 17,020,0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164,024 3,164,024 3,164,024 

057001002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事业 79,149,466 79,149,466 79,149,466 

210 02   01   综合医院 74,007,466 74,007,466 74,007,466 

210 02   02   中医（民族）医院 5,142,000 5,142,000 5,142,000 

057002 郑州市医学人才考试中心 7,490,627 7,490,627 3,525,627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13,804 213,804 213,80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79,877 279,877 279,877 



2021年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
的非税收入

其他各项收
入

上级转移支
付类 款 项 小计 其中：财政拨

款
210 01   99   其他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出 6,238,926 6,238,926 2,503,926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48,685 148,685 148,685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30,000 230,0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79,335 379,335 379,335 

057003 郑州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 904,808 904,808 904,808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7,688 17,688 17,688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6,826 76,826 76,826 

210 07   17   计划生育服务 666,953 666,953 666,953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0,814 40,814 40,81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2,527 102,527 102,527 

057004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847,643,085 374,300 374,300 847,268,785 

205 08   03   培训支出 77,088 77,088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74,300 374,300 374,300 

210 02   01   综合医院 847,191,697 847,191,697 

057005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713,284,792 713,284,792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5,834 25,834 

210 02   01   综合医院 713,258,958 713,258,958 

057006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593,818,000 328,000 328,000 593,49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3,000,000 3,000,000 

210 02   01   综合医院 590,818,000 328,000 328,000 590,490,000 

057007 郑州市中心医院 2,213,424,500 2,213,424,5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900,000 900,000 

210 02   01   综合医院 2,212,524,500 2,212,524,500 

057008 郑州人民医院 168,278,790 492,800 492,800 167,785,99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536,340 536,340 



2021年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
的非税收入

其他各项收
入

上级转移支
付类 款 项 小计 其中：财政拨

款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92,800 492,800 492,8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234,912 4,234,912 

210 02   01   综合医院 163,014,738 163,014,738 

057009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762,151,400 151,400 151,400 762,00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751,300 751,300 

210 02   03   传染病医院 761,400,100 151,400 151,400 761,248,700 

057010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1,308,471,026 1,308,471,026 

205 08   03   培训支出 1,300,000 1,300,000 

210 02   01   综合医院 1,307,171,026 1,307,171,026 

057011 郑州市中医院 716,175,000 716,175,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1,600,000 1,600,000 

210 02   02   中医（民族）医院 714,575,000 714,575,000 

057012 郑州市骨科医院 720,716,947 302,400 302,400 720,414,547 

205 08   03   培训支出 3,000,000 3,000,000 

210 02   08   其他专科医院 717,716,947 302,400 302,400 717,414,547 

057013 郑州儿童医院 1,622,655,580 30,183,100 30,183,100 1,592,472,48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000,000 3,000,000 

210 02   07   儿童医院 1,615,736,840 30,183,100 30,183,100 1,585,553,74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918,740 3,918,740 

057014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496,210,900 2,133,600 2,133,600 494,077,3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896,200 896,200 

210 02   06   妇幼保健医院 493,314,700 133,600 133,600 493,181,100 

210 04   0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057015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9,790,564 39,790,564 39,640,914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878,481 2,878,481 2,878,481 



2021年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
的非税收入

其他各项收
入

上级转移支
付类 款 项 小计 其中：财政拨

款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065,899 3,065,899 3,065,899 

210 04   01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27,921,196 27,921,196 27,771,546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532,948 1,532,948 1,532,94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95,810 95,810 95,81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296,230 4,296,230 4,296,230 

057016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12,024,697 12,024,697 12,024,697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612,596 612,596 612,596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91,584 891,584 891,584 

210 04   01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8,808,519 8,808,519 8,808,519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73,654 473,654 473,65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238,344 1,238,344 1,238,344 

057019 中华医学会郑州分会 1,847,547 1,847,547 1,802,887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31,039 131,039 131,039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62,693 162,693 162,693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86,431 86,431 86,431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248,775 1,248,775 1,204,115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18,609 218,609 218,609 

057021 郑州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12,800,708 12,800,708 12,800,708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89,128 89,128 89,128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115,535 1,115,535 1,115,535 

210 04   02   卫生监督机构 9,240,077 9,240,077 9,240,077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592,629 592,629 592,62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763,339 1,763,339 1,763,339 

057022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15,237,712 15,237,712 15,023,312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34,784 134,784 134,784 



2021年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
的非税收入

其他各项收
入

上级转移支
付类 款 项 小计 其中：财政拨

款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96,940 996,940 996,940 

210 04   05   应急救治机构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529,624 529,624 529,624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0,185,761 10,185,761 9,971,361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390,603 1,390,603 1,390,603 

057023 郑州市保健委员会健康管理中心 19,619,559 19,619,559 19,619,559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7,308 7,308 7,308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65,943 165,943 165,943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88,158 88,158 88,158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9,139,037 19,139,037 19,139,03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19,113 219,113 219,113 

057024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218,645,000 218,645,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500,000 500,000 

210 02   01   综合医院 218,145,000 218,145,000 

057029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市精神病医院） 18,641,850 17,241,850 17,241,850 1,40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603,230 603,230 603,23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803,497 1,803,497 1,803,497 

208 10   05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11,466,373 11,466,373 11,466,373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958,107 958,107 958,10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410,643 2,410,643 2,410,643 

229 60   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400,000 1,400,000 

057030 郑州市第一按摩医院 13,334,350 6,354,350 6,354,350 6,98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98,245 198,245 198,245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59,441 659,441 659,441 

208 10   05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4,401,171 4,401,171 4,401,171 



2021年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
的非税收入

其他各项收
入

上级转移支
付类 款 项 小计 其中：财政拨

款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50,327 350,327 350,32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745,166 745,166 745,166 

229 60   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6,980,000 6,980,000 

057031 郑州市嵩山医院 6,789,071 6,489,071 6,232,171 30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23,369 223,369 223,369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71,009 671,009 671,009 

208 10   05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4,546,296 4,546,296 4,289,396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56,473 356,473 356,47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91,924 691,924 691,924 

229 60   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300,000 300,000 



2021年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合计 11,154,427,928 10,578,094,728 2,868,672,778 92,961,962 7,616,459,988 576,333,200 543,303,200 3,400,000 29,630,000

057001001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 545,321,949 32,448,749 21,357,258 1,045,691 10,045,800 512,873,200 509,473,200 3,40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450,000 450,000 45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045,691 1,045,691 1,045,691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129,325 2,129,325 2,129,325

210 01   01   行政运行（医疗卫生管理事务） 24,528,506 24,528,506 14,932,706 9,595,800

210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医疗卫生管理事务） 4,892,300 4,892,300 1,492,300 3,400,000

210 02   01   综合医院 32,000,000 32,000,000 32,000,000

210 02   99   其他公立医院支出 148,032,800 148,032,800 148,032,800

210 03   99   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 13,834,000 13,834,000 13,834,000

210 04   0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64,860,800 64,860,800 64,860,800

210 04   99   其他公共卫生支出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210 06   01   中医（民族医）药专项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

210 07   17   计划生育服务 164,993,300 164,993,300 164,993,3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131,203 1,131,203 1,131,203

210 16   01   老龄卫生健康事务 2,610,000 2,610,000 2,61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33,630,000 33,630,000 33,630,000

212 05   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17,020,000 17,020,000 17,020,0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164,024 3,164,024 3,164,024

057001002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事业 79,149,466 79,149,466 79,149,466

210 02   01   综合医院 74,007,466 74,007,466 74,007,466

210 02   02   中医（民族）医院 5,142,000 5,142,000 5,142,000

057002 郑州市医学人才考试中心 7,490,627 7,260,627 2,749,643 196,104 4,314,880 230,000 23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13,804 213,804 196,104 17,7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79,877 279,877 279,877

210 01   99   其他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出 6,238,926 6,238,926 1,941,746 4,297,18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48,685 148,685 148,685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30,000 230,000 230,0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79,335 379,335 379,335

057003 郑州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 904,808 904,808 750,640 17,688 136,480



2021年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7,688 17,688 17,688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6,826 76,826 76,826

210 07   17   计划生育服务 666,953 666,953 530,473 136,48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0,814 40,814 40,81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2,527 102,527 102,527

057004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847,643,085 847,643,085 359,972,357 487,670,728

205 08   03   培训支出 77,088 77,088 77,088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74,300 374,300 374,300

210 02   01   综合医院 847,191,697 847,191,697 359,972,357 487,219,340

057005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713,284,792 713,284,792 290,000,000 423,284,792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5,834 25,834 25,834

210 02   01   综合医院 713,258,958 713,258,958 290,000,000 423,258,958

057006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593,818,000 593,818,000 205,000,000 388,818,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10 02   01   综合医院 590,818,000 590,818,000 205,000,000 385,818,000

057007 郑州市中心医院 2,213,424,500 2,213,424,500 2,213,424,5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900,000 900,000 900,000

210 02   01   综合医院 2,212,524,500 2,212,524,500 2,212,524,500

057008 郑州人民医院 168,278,790 168,278,790 61,055,732 768,199 106,454,859

205 08   03   培训支出 536,340 536,340 536,34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92,800 492,800 492,8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234,912 4,234,912 4,234,912

210 02   01   综合医院 163,014,738 163,014,738 56,820,820 768,199 105,425,719

057009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762,151,400 762,151,400 304,000,000 458,151,4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751,300 751,300 751,300

210 02   03   传染病医院 761,400,100 761,400,100 304,000,000 457,400,100

057010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1,308,471,026 1,308,471,026 379,594,362 928,876,664

205 08   03   培训支出 1,300,000 1,300,000 1,300,000

210 02   01   综合医院 1,307,171,026 1,307,171,026 379,594,362 927,576,664

057011 郑州市中医院 716,175,000 716,175,000 267,360,000 448,815,000



2021年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205 08   03   培训支出 1,600,000 1,600,000 1,600,000

210 02   02   中医（民族）医院 714,575,000 714,575,000 267,360,000 447,215,000

057012 郑州市骨科医院 720,716,947 720,716,947 720,716,947

205 08   03   培训支出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10 02   08   其他专科医院 717,716,947 717,716,947 717,716,947

057013 郑州儿童医院 1,622,655,580 1,592,655,580 691,579,491 6,845,550 894,230,539 30,000,000 30,00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10 02   07   儿童医院 1,615,736,840 1,585,736,840 687,660,751 3,845,550 894,230,539 30,000,000 30,000,0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918,740 3,918,740 3,918,740

057014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496,210,900 494,210,900 194,000,000 300,210,900 2,000,000 2,00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896,200 896,200 896,200

210 02   06   妇幼保健医院 493,314,700 493,314,700 194,000,000 299,314,700

210 04   0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057015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9,790,564 36,790,564 29,478,434 2,974,841 4,337,289 3,000,000 3,00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878,481 2,878,481 2,878,481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065,899 3,065,899 3,065,899

210 04   01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27,921,196 24,921,196 20,487,547 96,360 4,337,289 3,000,000 3,000,0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532,948 1,532,948 1,532,94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95,810 95,810 95,81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296,230 4,296,230 4,296,230

057016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12,024,697 10,424,697 8,936,101 575,196 913,400 1,600,000 1,60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612,596 612,596 575,196 37,4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91,584 891,584 891,584

210 04   01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8,808,519 7,208,519 6,332,519 876,000 1,600,000 1,600,0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73,654 473,654 473,65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238,344 1,238,344 1,238,344

057019 中华医学会郑州分会 1,847,547 1,847,547 1,500,848 120,639 226,06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31,039 131,039 120,639 10,4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62,693 162,693 162,693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86,431 86,431 86,431



2021年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248,775 1,248,775 1,033,115 215,66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18,609 218,609 218,609

057021 郑州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12,800,708 12,800,708 11,232,780 83,328 1,484,6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89,128 89,128 83,328 5,8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115,535 1,115,535 1,115,535

210 04   02   卫生监督机构 9,240,077 9,240,077 7,761,277 1,478,8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592,629 592,629 592,62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763,339 1,763,339 1,763,339

057022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15,237,712 13,237,712 10,131,878 134,784 2,971,050 2,000,000 2,00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34,784 134,784 134,78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96,940 996,940 996,940

210 04   05   应急救治机构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529,624 529,624 529,624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0,185,761 10,185,761 7,214,711 2,971,05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390,603 1,390,603 1,390,603

057023 郑州市保健委员会健康管理中心 19,619,559 1,969,559 1,515,851 7,308 446,400 17,650,000 17,65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7,308 7,308 7,308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65,943 165,943 165,943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88,158 88,158 88,158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9,139,037 1,489,037 1,042,637 446,400 17,650,000 17,650,0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19,113 219,113 219,113

057024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218,645,000 218,645,000 218,645,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500,000 500,000 500,000

210 02   01   综合医院 218,145,000 218,145,000 218,145,000

057029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市精神病医院） 18,641,850 18,641,850 16,562,908 613,742 1,465,2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603,230 603,230 603,23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803,497 1,803,497 1,803,497

208 10   05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11,466,373 11,466,373 11,390,661 10,512 65,2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958,107 958,107 958,10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410,643 2,410,643 2,410,643



2021年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229 60   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057030 郑州市第一按摩医院 13,334,350 6,354,350 5,917,229 221,021 216,100 6,980,000 6,98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98,245 198,245 198,245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59,441 659,441 659,441

208 10   05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4,401,171 4,401,171 4,162,295 22,776 216,1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50,327 350,327 350,32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745,166 745,166 745,166

229 60   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6,980,000 6,980,000 6,980,000

057031 郑州市嵩山医院 6,789,071 6,789,071 5,977,266 208,405 603,4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23,369 223,369 176,869 46,5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71,009 671,009 671,009

208 10   05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4,546,296 4,546,296 4,257,860 31,536 256,9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56,473 356,473 356,47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91,924 691,924 691,924

229 60   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300,000 300,000 300,000



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一、一般公共预算 798,238,508 一、基本支出 230,585,308 

    1、财政拨款 793,443,698     1、工资福利支出 116,110,836 

    2、专项收入 230,000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85,348,213 

    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4,294,610     3、商品服务支出 29,126,259 

    4、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70,200     4、资本性支出

    5、其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二、项目支出 576,333,2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8,680,000     1、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项目 543,303,2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债务项目 3,400,000 

    3、基本建设项目

    4、其他项目 29,630,000 

本年收入合计 806,918,508 本年支出合计 806,918,508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

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

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合计 798,238,508 228,885,308 116,110,836 85,348,213 27,426,259 569,353,200 543,303,200 3,400,000 22,650,000 

057001001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 545,321,949 32,448,749 21,357,258 1,045,691 10,045,800 512,873,200 509,473,200 3,40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450,000 450,000 45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045,691 1,045,691 1,045,691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129,325 2,129,325 2,129,325 

210 01   01   行政运行（医疗卫生管理事务） 24,528,506 24,528,506 14,932,706 9,595,800 

210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医疗卫生管理事务） 4,892,300 4,892,300 1,492,300 3,400,000 

210 02   01   综合医院 32,000,000 32,000,000 32,000,000 

210 02   99   其他公立医院支出 148,032,800 148,032,800 148,032,800 

210 03   99   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 13,834,000 13,834,000 13,834,000 

210 04   0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64,860,800 64,860,800 64,860,800 

210 04   99   其他公共卫生支出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210 06   01   中医（民族医）药专项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 

210 07   17   计划生育服务 164,993,300 164,993,300 164,993,3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131,203 1,131,203 1,131,203 

210 16   01   老龄卫生健康事务 2,610,000 2,610,000 2,61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33,630,000 33,630,000 33,630,000 

212 05   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17,020,000 17,020,000 17,020,0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164,024 3,164,024 3,164,024 

057001002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事业 79,149,466 79,149,466 79,149,466 

210 02   01   综合医院 74,007,466 74,007,466 74,007,466 

210 02   02   中医（民族）医院 5,142,000 5,142,000 5,142,000 

057002 郑州市医学人才考试中心 7,490,627 7,260,627 2,749,643 196,104 4,314,880 230,000 23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13,804 213,804 196,104 17,7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79,877 279,877 279,877 

210 01   99   其他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出 6,238,926 6,238,926 1,941,746 4,297,18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48,685 148,685 148,685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30,000 230,000 230,0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79,335 379,335 379,335 

057003 郑州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 904,808 904,808 750,640 17,688 136,480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

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

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7,688 17,688 17,688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6,826 76,826 76,826 

210 07   17   计划生育服务 666,953 666,953 530,473 136,48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0,814 40,814 40,81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2,527 102,527 102,527 

057004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74,300 374,300 374,3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74,300 374,300 374,300 

057006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328,000 328,000 328,000 

210 02   01   综合医院 328,000 328,000 328,000 

057008 郑州人民医院 492,800 492,800 492,8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92,800 492,800 492,800 

057009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151,400 151,400 151,400 

210 02   03   传染病医院 151,400 151,400 151,400 

057012 郑州市骨科医院 302,400 302,400 302,400 

210 02   08   其他专科医院 302,400 302,400 302,400 

057013 郑州儿童医院 30,183,100 183,100 183,100 30,000,000 30,000,000 

210 02   07   儿童医院 30,183,100 183,100 183,100 30,000,000 30,000,000 

057014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2,133,600 133,600 133,600 2,000,000 2,000,000 

210 02   06   妇幼保健医院 133,600 133,600 133,600 

210 04   0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057015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9,790,564 36,790,564 29,478,434 2,974,841 4,337,289 3,000,000 3,00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878,481 2,878,481 2,878,481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065,899 3,065,899 3,065,899 

210 04   01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27,921,196 24,921,196 20,487,547 96,360 4,337,289 3,000,000 3,000,0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532,948 1,532,948 1,532,94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95,810 95,810 95,81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296,230 4,296,230 4,296,230 

057016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12,024,697 10,424,697 8,936,101 575,196 913,400 1,600,000 1,60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612,596 612,596 575,196 37,4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91,584 891,584 891,584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

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

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210 04   01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8,808,519 7,208,519 6,332,519 876,000 1,600,000 1,600,0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73,654 473,654 473,65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238,344 1,238,344 1,238,344 

057019 中华医学会郑州分会 1,847,547 1,847,547 1,500,848 120,639 226,06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31,039 131,039 120,639 10,4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62,693 162,693 162,693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86,431 86,431 86,431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248,775 1,248,775 1,033,115 215,66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18,609 218,609 218,609 

057021 郑州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12,800,708 12,800,708 11,232,780 83,328 1,484,6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89,128 89,128 83,328 5,8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115,535 1,115,535 1,115,535 

210 04   02   卫生监督机构 9,240,077 9,240,077 7,761,277 1,478,8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592,629 592,629 592,62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763,339 1,763,339 1,763,339 

057022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15,237,712 13,237,712 10,131,878 134,784 2,971,050 2,000,000 2,00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34,784 134,784 134,78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96,940 996,940 996,940 

210 04   05   应急救治机构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529,624 529,624 529,624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0,185,761 10,185,761 7,214,711 2,971,05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390,603 1,390,603 1,390,603 

057023 郑州市保健委员会健康管理中心 19,619,559 1,969,559 1,515,851 7,308 446,400 17,650,000 17,65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7,308 7,308 7,308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65,943 165,943 165,943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88,158 88,158 88,158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9,139,037 1,489,037 1,042,637 446,400 17,650,000 17,650,0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19,113 219,113 219,113 

057029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市精神病医院） 17,241,850 17,241,850 16,562,908 613,742 65,2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603,230 603,230 603,230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

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

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803,497 1,803,497 1,803,497 

208 10   05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11,466,373 11,466,373 11,390,661 10,512 65,2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958,107 958,107 958,10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410,643 2,410,643 2,410,643 

057030 郑州市第一按摩医院 6,354,350 6,354,350 5,917,229 221,021 216,1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98,245 198,245 198,245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59,441 659,441 659,441 

208 10   05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4,401,171 4,401,171 4,162,295 22,776 216,1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50,327 350,327 350,32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745,166 745,166 745,166 

057031 郑州市嵩山医院 6,489,071 6,489,071 5,977,266 208,405 303,4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23,369 223,369 176,869 46,5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71,009 671,009 671,009 

208 10   05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4,546,296 4,546,296 4,257,860 31,536 256,9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56,473 356,473 356,47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91,924 691,924 691,924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政府预算经济分类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科目名称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工资福利支

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

出

商品服务支
出

资本性
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
经济发展项

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
目

其他项目

合计 798,238,508 228,885,308 116,110,836 85,348,213 27,426,259 569,353,200 543,303,200 3,400,000 22,650,000

301 01 基本工资 501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_行政 8,491,533 8,491,533 8,491,533

301 01 基本工资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32,818,756 32,818,756 32,818,756

301 02 津贴补贴 501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_行政 12,361,356 12,361,356 12,361,356

301 02 津贴补贴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10,040,016 10,040,016 10,040,016

301 07 绩效工资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16,774,957 16,774,957 16,774,957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_行政 2,295,268 2,295,268 2,295,268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9,723,301 9,723,301 9,723,301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_行政 1,219,361 1,219,361 1,219,361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5,165,502 5,165,502 5,165,502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_行政 114,763 114,763 114,763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486,166 486,166 486,166

301 13 住房公积金 501 03 住房公积金_行政 3,383,137 3,383,137 3,383,137

301 13 住房公积金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13,236,720 13,236,720 13,236,720

302 01 办公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425,421,910 1,268,910 1,268,910 424,153,000 420,753,000 3,400,000

302 01 办公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5,134,479 3,474,479 3,474,479 1,660,000 230,000 1,430,000

302 02 印刷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504,000 504,000 504,000

302 02 印刷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395,000 205,000 205,000 190,000 90,000 100,000

302 03 咨询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20,000 20,000 20,000

302 05 水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76,500 126,500 126,500 50,000 50,000

302 06 电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274,500 1,024,500 1,024,500 250,000 250,000

302 07 邮电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390,600 390,600 390,600

302 07 邮电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385,000 245,000 245,000 140,000 140,000

302 08 取暖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421,250 421,250 421,25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852,000 1,502,000 1,502,000 350,000 350,000

302 11 差旅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800,000 800,000 800,000

302 11 差旅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325,000 245,000 245,000 80,000 80,000

302 13 维修(护)费 502 09 维修（护）费_行政 652,400 652,400 652,400

302 13 维修(护)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256,300 686,300 686,300 570,000 570,000

302 14 租赁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846,000 846,000 846,000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政府预算经济分类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科目名称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工资福利支

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

出

商品服务支
出

资本性
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
经济发展项

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
目

其他项目

302 15 会议费 502 02 会议费_行政 178,650 178,650 178,650

302 15 会议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42,000 42,000 42,000

302 16 培训费 502 03 培训费_行政 450,000 450,000 450,000

302 16 培训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880,000 880,000 88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502 06 公务接待费_行政 62,400 62,400 62,4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5,000 15,000 15,000

302 18 专用材料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356,350 306,350 306,350 50,000 50,000

302 26 劳务费 502 05 委托业务费_行政 2,022,700 650,400 650,400 1,372,300 1,372,300

302 26 劳务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805,960 1,455,960 1,455,960 350,000 35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502 05 委托业务费_行政 10,214,500 2,943,400 2,943,400 7,271,100 7,271,1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963,000 1,963,000 1,963,000

302 28 工会经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809,000 809,000 809,000

302 29 福利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541,720 541,720 541,72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 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_行政 266,500 266,500 266,5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716,000 566,000 566,000 150,000 150,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1,529,240 1,529,240 1,529,24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265,000 165,000 165,000 100,000 100,0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_行政 75,300 75,300 75,3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34,664,100 2,464,100 2,464,100 32,200,000 30,000,000 2,200,0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9 05 离退休费 183,100 183,100 183,100

303 01 离休费 509 05 离退休费 2,016,283 2,016,283 2,016,283

303 02 退休费 509 05 离退休费 30,318,080 4,021,280 4,021,280 26,296,800 26,296,800

303 05 生活补助 509 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161,184 161,184 161,184

303 07 医疗费补助 509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810,000 16,810,000 16,810,000

303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09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9,149,466 79,149,466 79,149,466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503 06 设备购置_行政 274,000 274,000 274,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506 01 资本性支出（一）_事业 93,200 93,200 93,200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503 06 设备购置_行政 180,000 180,000 180,000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506 01 资本性支出（一）_事业 56,230,000 56,230,000 56,230,000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一般公共预算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其中：财政拨款

合计 228,885,308 224,320,498

301 01 基本工资 41,310,289 41,310,289

301 02 津贴补贴 22,401,372 22,401,372

301 07 绩效工资 16,774,957 16,774,957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2,018,569 12,018,569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6,384,863 6,384,863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600,929 600,929

301 13 住房公积金 16,619,857 16,619,857

302 01 办公费 4,743,389 4,001,389

302 02 印刷费 709,000 609,000

302 05 水费 126,500 126,500

302 06 电费 1,024,500 1,024,500

302 07 邮电费 635,600 635,600

302 08 取暖费 421,250 421,25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1,502,000 1,502,000

302 11 差旅费 1,045,000 1,025,000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一般公共预算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其中：财政拨款

302 13 维修(护)费 1,338,700 1,275,400

302 14 租赁费 846,000 96,000

302 15 会议费 220,650 220,650

302 16 培训费 450,000 45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77,400 77,400

302 18 专用材料费 306,350 170,000

302 26 劳务费 2,106,360 1,550,4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4,906,400 2,779,200

302 28 工会经费 809,000 809,000

302 29 福利费 541,720 541,72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32,500 832,5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1,694,240 1,644,24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722,500 2,722,500

303 01 离休费 2,016,283 2,016,283

303 02 退休费 4,021,280 4,021,280

303 05 生活补助 161,184 161,184

303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9,149,466 79,149,466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367,200 347,200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项     目 “三公”经费预算数

合    计 1,059,900

1、因公出国（境）费用

2、公务接待费 77,400

3、公务用车费 982,500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982,500

      （2）公务车购置

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规定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
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
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3）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

支出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支出

商品服务
支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
经济发展项

目

债务项
目

基本建
设项目

其他项目

合计 8,680,000 1,700,000 1,700,000 6,980,000 6,980,000

057029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市精神病医院）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229 60   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057030 郑州市第一按摩医院 6,980,000 6,980,000 6,980,000

229 60   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6,980,000 6,980,000 6,980,000

057031 郑州市嵩山医院 300,000 300,000 300,000

229 60   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300,000 300,0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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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
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
利支出

对个人
和家庭
的补助
支出

商品服
务支出

资本性
支出

小计

社会事
业和经
济发展
项目

债务项
目

基本建
设项目

其他项
目

备注：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021年政府采购预算表
单位:元

项          目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规格 计量单位 采购数量 金额

科目代码

单位名称
类 款 项

合计 15,880 65,047,500

210 01 01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 办公设备购置 信息技术、信息管理软件的开发设计及采购保密软件 套 5 50,000

210 01 01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 办公设备购置 信息技术、信息管理软件的开发设计及采购正版软件 套 5 50,000

210 01 01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 办公设备购置 计算机 台式 台 30 150,000

210 01 01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 办公设备购置 计算机 笔记本电脑 台 4 24,000

210 01 99 郑州市医学人才考试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打印机 台 1 8,000

210 01 99 郑州市医学人才考试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计算机 台 2 10,000

210 01 99 郑州市医学人才考试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碎纸机 台 2 2,000

210 02 99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 公立医院设备资金 医疗设备、器械 件 450 50,000,000

210 04 01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职业病预防控制资金 医疗设备、器械 zly 台 1 1,600,000

210 04 02 郑州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办公设备购置 纸张 箱 50 10,600

210 04 02 郑州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办公设备购置 空气调节设备（包除湿设备） 台 3 11,400

210 04 02 郑州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办公设备购置 打印机 台 1 3,000

210 04 05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全民急救技能普及项目资金 医疗设备、器械 模拟人 台 80 1,030,000

210 04 99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 “三个一”健康小屋建设管理项目资金医疗设备、器械 台 30 3,600,000

210 07 17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住院护理保险补贴资金其他服务 人 5,205 1,353,300

210 99 99 郑州市保健委员会健康管理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计算机 昭阳K4E-1ML129台 3 18,000

210 99 99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计算机 台式机 台 2 12,000

210 99 99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服务器 服务器 台 1 8,000



2021年政府采购预算表
单位:元

项          目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规格 计量单位 采购数量 金额

科目代码

单位名称
类 款 项

210 99 99 郑州市保健委员会健康管理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办公自动化设备 高拍仪（鸿合HZ-G7A）台 1 3,500

210 99 99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 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和健康促进项目资金其他专用材料 项 10,000 1,200,000

210 99 99 郑州市保健委员会健康管理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办公自动化设备 录音笔(科大讯飞SR702)台 1 3,700

212 05 01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 病媒生物防制专项资金 其他服务 面积 1 2,720,000

229 60 02 郑州市第一按摩医院 信息化系统补助资金 信息技术、信息管理软件的开发设计及采购   项 2 3,180,000

备注：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各部门在满足机构自身运转和提供公共服务基本需求的前 提下，要向中小企业预留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30%以上；其中，预留给小型微型企业的

比例不低于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20%。



日 (単位 )整体須数日林申扱表
(2021年 度 )

邦州市工生健康委員会

駒長努能力,札実推遊公立医院改革,持紋改善医庁服努辰量和水平,着力完善公共工生服努体系,

生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没,全力孤好常恣化疫情防控工作等。

こ。3o20'

対実行汁支J生育的家庭給予笑励扶助、対符合条件的城多十剣生育

家庭実行特男J扶助等。市象汁支J生育服雰和管理寺項資金

促逃完成基本公共工生服雰項目。基本公工市致配套資金

破除以変ネト医机制,対城市公立医院因方品寒差率鋼告減少的合理

1文入按一定比例ネト僕。市公立医院妹合改革財政ネト助資金

対符合区域工生規支」的市亦公立医院逆行没各賄畳投入,促逃医院

健康良性友展。公立医院投各資金

建没全市中医互朕国医院平台,牙展仇勢中医学科和人オ臥伍建没 ,

提升中医変服各能力,借播中医方健康文化。中医事Jヒ友展寺坂資金

探索医院友展管理模式,着力推功夫ドノヽ日市第二人民医院新老院

又好又快地い凋友展。市三院均村三医庁管理集囲合作項目資金

子全市地方病防治、疾病預防控制、文滋病防治、特染病防治 ,

工生成急保障,深化医庁里生体制改革,提升医庁工生机杓姪

管理能力,升展 “双随机一公牙"工生監督等。
市象医庁工生服努和管理寺項資金

千全市工生城市管理考坪工作,保障国家工生城市夏申工作。ll生城市管理実ネト資金

予減峰衣村貪困人口医庁費用負担,対貧困村工生室扶貧攻堅期

内給予費用ネト貼健康扶貪寺項資金

対全市実施基本方物制度的村工生室給予ネト助,推劫国家基本方物

制度在基晨中K期持壌実施,保障多村医生合理1文入平衡。村所基本方物ネト助資金

用子牙展健康宣借和教育,提高居民健康素界水平。健康知沢普及行動和健康促逃項目資金

牙展企事立単位、学校的健康小屋建投,推
「

‐
健康生活方式。“二企一"健康小屋建没管理項目資金

単位預算恵額 (万元)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2)其他資金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2)項 目支出

年度履取日林相夫性

工作目林管理 工作任努科学性

綾数指林合理性

預算編制完整性

附件3:

生ヽ
ヽ

単位名称 ど ↓ 翌
年度履取

目林

_を4平
":.燿

【「 .ヽ_絲 .fl

彎雉彗ゴH彎

度

要

努

年

主

任

主要内容

54532 19

54532 19

淑 算 情 況

3244 87

51287 32

一致指林 二致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相美 定性指林

科学 定性指林

合理 定性指林

完整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寺項資金如化率 >95%

預算択行率
'シ

90%

預算凋整率 ≪10%

結斡錯余率 く10%

“三公経費"控制率 く〔100%

攻府釆殉執行率 >90%

決算真実性
決算根表数据与会十敗簿数据一

致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分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しヒ校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虐、公升性 公牙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茫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敷監控完成率 %

須敷自坪完成率 100% %

部「]妖数坪含完成率 100% %

坪1/A結 果泣用率 ≫8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任

努完成情況

018周 夕独生子女父母突励ネト助林准 240元/人 /年 76

十生特男J扶助ネト助独生子女死亡林准 900元/人 /月 7L

基本公工項目几童健康管理覆蓋疱園 06周夢 定性指林

財勾品零差率梢告ネト貼覆蓋的医院数量 17家 家

升亦中医名家沸堂活動 ン2次 次

貧困村工生室ネ鵬 林准 2000元/所 一九

実施基本方物制度村I」 生室ネト助1/1N准 5000元/家 一九

健康小屋健康一体机配各数量 1台 /家

数益指株

履取数益

市坂itえJ生育服努和管理青項対坂目扶助対
象生活的提升程度

じヒ校明昆 定性指林

中医事立友展寺項対項目服努対象中医知惧
知晩率的提升程度

じヒ枝明見 定性指林

健康扶貧項日対貪困村工生室送菅能力的改
善 或 柄 卜程 庁

比較明昆 定性指林

村所基本方物ネト助項目X・l保障多村医生lll入

平衛的影面或裸升稗庁 比較明見 定性指林

満意度

城市公立医院家合改革財政ネト助対象満意度 多90% %

村所基本豹物ネト助項ロネト助対象満意度 >90% %



附件3:

市彼部門 (単位 )整体
(2021年度 )

林申授表

奪
部l](単位 )

称

名
邦州市医学人オ考拭中心

年度履取

目林
姐須邦州考点各項考拭的現場扱名ゝ

鍵
喚属算

及
♂

度

要

努

年

主

任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榜士執立資格考拭

負責榜士執立資格考拭的同上申報、現場

申核、考努狙駅、成須坪倍、資格ilI核 友

以及人机対活考拭軟硬件没施的保障、鍵

榜、保密均安全工作

工生寺立技木資格考拭

負責工生寺立技木資格考拭的同上申根、

現場申核、考努姐須、成須坪倍、資格iIE

核友人机対活考拭軟硬件没施的保障、鍵

伊、保密与安全工作

国家医師資格考拭

負責国家医師資格考拭的同上申扱、現場

申核、考努姐須、成須坪借、資格II核友

以及国家医りT資格考拭実践技能考拭基地

建没、申扱、坪借和管理工作

健康管理師考拭
負責邦州市健康管理岬申扱、市核、考雰

狙奴及資格i■核友工作

中医師承及碗有寺後考拭

負責河南省中医llT承和碗有青K人員考核

的申扱、申核、考努姐須及資格IIE核 友工

作

預算情況

部|]萩算恵額 (万 元 ) 749。 1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749.1

(2)其他資金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726.1

(2)項 目支出



一致指林 二飯指林 三致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オロ,ぐ 定性指林

工作任雰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如化率 ン 100% %

預算執行率 ン99% %

預算凋整率 <0% %

結特結余率 ≪0% %

“三公経費"控制率 〔〔90% %

政府采殉執行率 ン 100%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 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敷監控完成率 ン 100% %

須敷自坪完成率 ン 100% %

部 |]須数坪倫完成率 ン 100% %

坪介結果庄用率 ン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任努

完成情況

邦州考点考生覆蓋区

域
ン 100% %

邦州考点考生人数 ン60000メ、 人

考生it算机使用率 ン80% %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考生服踪反債机帝1健

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工作人員配各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考拭成急預案完各性 完各 定性指林

満意度

服雰対象満意度 ン98% %

対社会工生事立友展

的影噛
ン 100% %

ｒ

　

　

　

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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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市彼部門 (単位 )

( 躙
部「](単
位)名称

紡ヽ申 釘
年度履双

目林 委嘱寄夏鼻笈倉潜缶F健
康菊具友放及

くミ豊昼鑑ジ魔
廷人群健康需求,不断提高変具

年度

主要

任努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制定全市萄具需求汁支J

負責制定全市生殖健康萄具需求与管理規

支1,向各具 (市区)分配it支1,井対汁支J執行

逆行監督栓査。

保iIE各 象菱具友放渠道物通,全 lit管 理庚

量

倣好菊具it支J銃汁、合儲凋抜、友放服努工

作,対下級菱具管理工作遊行指早監督及考
未ケ_

菱具知沢与声品宣借普及
逃行生殖健康菱具知沢宣特普及,新品神推

り
‐`
庄用

預算情況

部

'1預

算恵額 (万 元 ) 88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88

(2)其他資金 0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88

(2)項 目支出 0

一致指林 二吸指林 三飯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相美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禄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細化率 不通用 %

預算執行率 ン99% %

預算調整率 ≪0% %

箱特錯余率 ≪0% %

“三公径費"控制率 ≪67% %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級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政府采賄執行率 ン 100%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 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 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致監控完成率 ン 100% %

須敷自坪完成率 ン 100% %

部|]須数坪介完成率 ン 100% %

坪介結果庄用率 ン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I「 tJ友放人数 ン 1300000 人

自助友放点数量 ≧〕4000 今

群余荻得変具満意度 ン80% %

数益指林

履取敷益

免費変具汁支1友放人数 グ11300000 人

群金荻得変具満意度 ン80% %

満意度

群余荻得変具満意度 >80% %



附件3:

市須部|](単位)整体須数目林申扱表

(2021年度 )

単

称
く
名

部

位
渕
`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

年度履取

目林

、病理中心、影像中心、内鏡中心等特色中心的建没。

度

要

年

主

任努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加快南院区建没

仇化医庁■生資源配畳,改善区域

医ソデ条件,力航空港区100万人口,

提供医庁、預防、保健等健康需求

及安全、舒迂、仇越的医庁不境。

公立医庁机杓祭済管理年活劫

強化財努、倫格、成本、采的、内

控、内申等管理,規疱餐済行力 ,

保障祭済安全,提升多済管理反量

和医庁机杓這行数益。

公立医院能力提升玖日

加快推逃医院処方前畳申核、病案

首天頑控、全成本核算、全面預算

管理、DRC須数坪竹項目的実施,明

碗聯t責任雰,分実核算基砧,推遊

立財融合,提高這行数益。

預算情呪

部|]預算恵額 (万 元 ) 84764.31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37.43

(2)其他資金 84726 88

2、 資金姑杓:(1)基本文出 84764.31

(2)項 目支出 0

一級指林 二微指杯 三級指林 指 1/1N値 度量単位

工作目林管 J■

年度履聯t tt 173・相夫性 本目,( 定性指林

工作任雰科学性
当
一 定性指林

墳数指林合lll性 合理 定性指林



一奴指林 二扱指林 三微指棒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多管理

預算編帝1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多日1化率 >'100% %

預算執行率 ン96% %

預算調整率 〔(10% %

鈷轄姑余率 く 10% 0。

“三公外費"控市1率 くこ100% %

政府采吻執行率 ン95%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各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椿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自、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池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監控完成率 ン95% %

須数自坪完成率 ン95% %

部 |]須数汗倫完成率 ン95% 0/O

汗倫結果皮用率 ン95%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全年|]珍人次 70万 人次/年 万人次/年

全年出院人次 5万 人次/年 万人次/年

資金友放准碗率 100% %

a米 数教育培り|1合格率 100%
00

数益指林

履ルt数益

医庁服勢1文入 75000nli/+ 万元/年

居民健康水平 保 障 定性指林

満意度

|]珍患者inl意 度 ン90% %

住院患者湛意度 ン90% %



附件3:

郊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部|](中 ^

位)名称

j押理保健服各,加快推避医院本院区友展項日,推逃医院三級Ⅱ艮

年度

主要

任雰

重点完成上地辻戸中批手数和眼科病房繰合

楼升工建没。完成llR科 |]珍楼装修改造。加快推逃ふ院区改ゲ建項日

按照三須医院要求孤好各項規疱管理。
持紋推遊三坂眼科寺科医院創建

落実各項医院径済管理年活動的各項管理任

努升展医院径済管理年活功

部 |]預算恵額 (万元 )

預算情況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2)其他資金

2、 資金第杓:(1)基本支出

(2)項 目支出

年度履以日林相美性

工作日林管理 工作任各科学性

象数指林合理性

預算編制完整性

預算執行ネ

預算調整ネ

鮎培錆余ネ

“二公姪費"控制ネ

位 )整体須数日林申撮表

(2021年 度 )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勢管理

市

趾 Tノ
年度履取

日林

任各名称 主要内容

71,328

71,328

71,328

一致指林 二吸指林 三吸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オロうt 定性指林

科学 定性指林

合 理 定性指林

完整 定性指林

ン90% %

≪20% %

≪20% %

<100% %



一致指林 級指林
為

二教指林 指株値 度量学位

′

ｒ

卜

ヽ

神

澤

　

メ

萱i釆殉執行率 ン90% %

ン農真実性 真 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ロ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 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 全 定性指株

預決算倍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株

象数管理

須数盗控完成率 ン95% %

気敷白ア完成率 ン95% %

部|]須敷平介完成率 ン95% %

坪介結果庇用率 ン95%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急珍就珍人次 l]珍就珍人次増加10% %

住院人数 住院人数増加10% %

敷益指林

履取数益

就医外境舒遣性 舒遣 定性指林

医庁lll費 服努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満意度

患者満意度 ン95% %

以丁満意度 ン98% %







附件38

部,1(単
位)名称

以力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庁

歩伐化患者就医体唸

深化智慧医院建没,遊一

度

要

分

年

主

任

00」

実施接榜桂卯青項行動,填ネト技木空白,提
升四級手木占しヒ

提升四吸手木占比

提升精准外科水平和手木敷率
推逃送芥奇机器人、人工智能、3D打印成

用,提升精准外科水平和手木敷率

膚功邦州大学先逃医学研究中心建没,推功

科研工作辺上新合隣
推功科研工作辺上新台隣

221342.45部11預算思額 (万元 )

預算情況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221342.45(2)其他資金

221342.452、 資金錯杓:(1)基本支出

(2)項 目支出

有工作it支J及工作部

署一致。年度履駅目林相美性

工作目林管理

寺項資金釦化率

結橋錯余率

ず
　
　
／́ 市象部門 (単位 ) 敷目林申扱表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分管理

鶴靱骰卵
年度履駅

目林

E*Affi \

一象指林 二級指林 三吸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定性指林

工作任分科学性 預算科学 定性指林

猿数指林合理性 是 定性指林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95% %

預算執行率 ン95% %

預算調整率 く〔6% %

≦〔20% %



一

　

　

　

、

し

一象指林 二級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三公径費"控制率 く〔100% %

政府采賄執行率 100% %

決算真実性 真実,倣到敗表一致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分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符合財鐙法規 ,

符合各方面規定。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有財分管理制度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汗性
按照固定吋同和内容公

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及吋入敗 定性指林

続数管理

須数盗控完成率 ン90% %

鏡数自坪完成率 ン90% %

部1薇数坪俳完成率 ン90% %

坪介錆果庇用率 ン90% %

声出指林
履駅目林和主要

任分完成情況

手本人数増K率 ン 10% %

四坂手木例数増K率 ン20% %

数益指林

履双数益

就医不境舒遣性 舒遺 定性指林

医院ll■費合理 合理 定性指林

満意度 患者満意度 ン90% %



附件3:

市象部「](単位)整体須数巳林申扱表「~]

エ

(2021年度 )

部il(単位)名称 馴ハ ↓
▼
幾

年度履取

目林
大力提升医庁月艮

争
倉
碧

足編 医膚なリド

年度

主要

任雰

任努名称 容

提高軟硬件建没
殉要硬件,升坂軟件,提高信息化水

平建没

引避高層次人オ
釈板姐須各美招聘会,拡充博士碩士

人オ吹伍

引逃青家困臥

秋板埼北京上海り
｀̂州

大型医院寺家困

臥釜豹,提升医院相美科室医庁服雰

水平

預算情況

部 i]預算恵額 (万 元 ) 16827.88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49.28

(2)其他資金 16778.6

2、 資金結櫓:(1)基本支出 16827.88

一致指林 二級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株相美性 相美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預算執行率 ン95% %

預算凋整率 ≪ 10% %

猪特結余率 ≪ 10% %

政府采賄執行率 =100% %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年度履取目禄相美性 オロう( 定性指禄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櫂転・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眸性脈

須数管理

須数盗控完成率 ン95%

須数自坪完成率 ≧〕100% %

部「]須数坪介完成率 )〕 100% %

坪倫結果庄用率 ン80% %

声出指林
履以目林和主要

任雰完成情況

医院改革及服雰能力

提升
ン 100% %

医院信息化建没 >〕 100% %

数益指林

履取致益

提升医院整体信息化

水平
昆著提高 定性指林

提升医院軟硬件水平 しヒ校明呈 定性指林

満意度

提升医院信息化水平

患者満意度
>95% %

提升医庁不境患者満

意度
ン95% %



附件3:

市須部|](単仁

日

＞

部

位

(単

名称

年度履取

目林

精寺科、

井友症、

射周辺,解決借染病患者的急危重症和

合井症同題,建立一所集医庁、教学、科研、預防、保健、康夏十一体的現代

化倍染病医院 , 有数座対突友倍染病疫情,力本地区経済社会友展提供医庁工生保障。

度

要

券

年

主

任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医院管理及並努建没

I日結一致凝心衆力通述三甲F/mL場 坪申,ネト

芥医院友展短板,倣大倣張仇勢寺科:2.推

功重点項ロオL実升展,碗保倍染病繰合救治

楼項目建没如期完成年度建没目林;3.加張

医咲体内涵建没,lt劫合作交流,深化双向

特珍,提高医院的知名度:4.CJ建 河南省倍

染病中心,提升医院的救治能力和服雰水

平;5.提升科研Cll新水平,実現省象重点学

科零的突破,展現医院学科的仇勢和特点 ;

6.升展 “互咲同+医庁"服努,建没智慧医

院,助力医院各項工作高数這特;7.提升家

合医院救治水平,倣好重大借染病防治工

作:8.提升人オ臥伍建没,内 培外引,提升

医院技木水平和管理内涵;9.汰真学コ掌握

有美法律法規,実現医保工作規疱化;10.提

升工作敷率和願量,緊緊曰統患者需求和lb

床一銭工作 ,オL実改逃工作作凩,升色J医院

友展的新局面。

預算情況

部 |]預算恵額 (万元 ) 76215.1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2)其他資金

2、 資金姑杓:(1)基本支出 76215.1

(2)項 目支出

一象指林 二級指林 三奴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工作 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年度履双目林符合国家

、省、市哉略部署和友

展規丸」,与国家、省、

市宏規政策、行並政策

一致;2.年度履取 目林

埼部i]取責、工作規剣

不口重点工作相美:3.碗
定的預算項目合理,埼
工作目禄密切相美:4.

工作任雰和項目預算安

‖F合理。

定性指林



一致指林 二象指1/TN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年度履取目林符合国家

、省、市哉略部署和友

展規支1,与国家、省、

市宏規政策、行立政策

一致:2.年度履以目禄

均部 i]取責、工作規剣

和重点工作相美:3.碗
定的預算項目合理,埼
工作目林密切相美;4.
工作任努和項目預算安

引卜合理。

定性指林

工作任各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賜勢管理

預算編市1完整性 1文入支出全部納入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劉化率 寺項資金編化率ン100% %

預算執行率 預算執行率ン100% %

預算調整率 預算調整率く0% %

箱特姑余率 姑装猪余率く0% %

“三公径費"控制率
“三公姪費"控制率く

100%
%

政府釆殉拭行率 政府来賄執行率ン100% %

決算真実性
決算扱表数据均会it敗

簿数据一致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1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監控完成率 妖数盟控完成率ン100% %

須数自坪完成率 猿数自坪完成率ン100% %

部 |]須数坪倫完成率
部i]須数坪倫完成率ン

100%
%

坪倫結果座用率 坪介結果座用率ン100% %

|



一致指禄 二坂指禄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工作 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年度履取目林符合国家

、省、市哉略部署和友

展規え1,与国家、省、

市宏双政策、行立政策

一致:2.年度履取目林

与部|]取責、工作規支J

和重点工作相美;3.碗
定的預算項目合理,与
工作目林密切相美:4.

工作任雰和項目預算安

引F合理。

定性指林

工作任雰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禄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数量指林

1.凍 山州重点具文滋病防治対国技木支持項

目:承担全省定点医庁机杓進行巡珍及立努

指早等庚控工作,預汁巡珍定点治庁机杓不

少千70家 ,2021年全省在治患者的抗病毒治

庁成功率往持在90%以上;持銭倣好全省支滋

病一銭医努人員培り|1工作;承担国家里生部

文滋病lh床技能培ツll;堅 持倣好 |]珍 随坊患

者的管理工作;承担 “十二五"支滋病相美

科研項目4項 :2.加大対特染病姉査的力度 ,

下一歩全市着重升展提高患者痰林本留取願

量。各区具 (市 )肺結核患者病原学阻性栓

出率迷到50%的規支J目 林。3.加大力度対具市

区各中小学及各大院校学生的肺結核姉査工

作和体栓工作。

成本指林

医院実現全成本核算,降低這行成本,制定

成本核算制度,実施方案和流程,没畳寺取

成本核算員,実行科室成本核算。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1.切実提升医院救治服勢能力,患者満意度迷到90%以上。

2.通道対基層医庁机杓遊行寺科建没評扶,実現精寺科,張妹合仇辰

医庁資源輻射―b~共享。

3.提高人イ|]群森対感染性疾病的汰沢,迷到早預防、早珍断、早治庁

的目林。

満意度 医庁服努対象満意率
医庁服各対象満意率ン

90%
%



附件3:

整体績数日林申授表
0214F力誠)

語は(軍

位ン痛称て ュ 邦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亦 02521:::;)'′

「
力人民群△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努

度

要

雰

年

主

任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提升医院核心党争力 不断加張重点医学寺科建没

改善医院就医不境、提升医庁服努能力 碗保心血管病房楼千年中順利落成膚用

預算情況

部|]預算忌額 (万元 ) 130,847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2)其他資金 130,847

2、 資金錆杓:(1)基本支出 130,847

(2)項 目支出

一致指林 二級指林 三奴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相美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青項資金細化率 ン %

預算執行率 ン98% %

預算凋整率 ≪25% %

結鶉結余率 ≪ 10% %

“三公経費"控制率 〔〔100% %

政府采賄仇行率 ン 100% %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級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勢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敷監控完成率 ン 100% %

須敷自坪完成率 ン 100% %

部 11須数坪介完成率 >100% %

坪介結果座用率 ン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l]急珍人次 685,782 人次

出院人数 47,053 人数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医庁服努lll費 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就医不境舒迂性 舒遣 定性指林

満意度

医院患者満意度 ン95% %

取工満意度 ン98% %



附件3:

邦州市中医院整体須敷目林申扱表
(2021

単

称

＜

名

日

＞

部

位

年度履駅

目林
力人民群森的身体健康提供医

イギ≧ト
イ
、J P 椰

任勢名称
  菅 つ /主轟

速

医庁服努 愛澤響予で膿爆昼掌芯戸段里慧暦憲薯読出
寺属通道,仇化心病寺科榜理服努,Cll建心
病特夕病房。

度

要

努

年

主

任 科研教学

li][[l[]骨言il]]i袢
寺利申情工作。多措井挙,提升能力,強化
本科生、研究生、規培生教学管理。加張埼
各象医学会的交流拓展学木交流平台,着カ
提升学木交流的辰量。升展多渠道,多尿次
、多形式的継銭教育培切|。        |

阪防保健

以公共工生服努力平台,力社区居民汗展預
防接紳及ノし童健康体栓服努。倣好借染病疫
情防控力重点的各科疾病監測扱告工作,倣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升展健康大沸堂,逃
行健康宣教。

預算情況

部|]預算息額 (万元 ) 71617.5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2)其他資金 71617.5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71617.5

(2)項 目支出 0

一象指林 二致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相美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敷指林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如化率 ン 100% %



一象指林 二級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執行率 >95% %

預算調整率 く〔5% %

結特結余率 〔〔10% %

“三公経費"控制率 〔(100% %

政府来賄執行率 蛯1100%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m/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牙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茫性 規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鏡数監控完成率 蛯〕100% %

須数自坪完成率 ブ〕100% %

部11須数坪倫完成率 グラ100% %

坪倫結果庄用率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4EE

努完成情況

医院 |]珍量 804233 人次

医院出院人数 31790 人次

医庁牧費林准規疱執行

率
100% %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立分牧入増Kしヒ例 10% 10%

医庁服努水平 提高 定性指林

医庁慶弁物按林准引卜放 排放量在允4疱国内 定性指林

満意度

服努対象満意度 ン95% %

取工満意度 ン97% %



附件3:

市象部門 (単 目林申扱表

部|](単
位)名称

提高医庁技木水平和服努能力,在満足社会数益的同吋兼顕径済数益

年度

主要

任努

引逃寺家医庁困臥
引逃国内知名骨科寺家囲吹,提高我院医庁

技木水平

提高医院信息化水平
升象軟件系銃,格医院各信息系銃互咲互
,実現信息交互。

引逃高層次人オ
姐須多渠道招聘会,引逃硬士、博士等高端
人オ

預算情況

部l]預算恵額 (万元 )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2)其他資金 72341.45

2、 資金錯杓:(1)基本支出

(2)項 目支出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工作任努科学性

須数指林合理性

預算編制完整性

預算執行率

預算調整率

政府采賄執行率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ヽ選甘「11タ
年度履取

目林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72371.69

30.24

72371.69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オロリ( 定性指林

科学 定性指林

合理 定性指林

完整 定性指林

>95% %

く(10% %

結橋縮余率 <5% %

=100% %



一象指林 二象指林 三坂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券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鏡数管理

須敷監控完成率 ン95% %

笏数自坪完成率 ン 100% %

部I鞍数坪徐完成率 ン100% %

坪倫結果庄用率 ン8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医庁技木服勢能力提升 ン 100% %

信息化建没 ン 100% %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信息化水平提高 呈著提高 定性指林

医庁水平提高 明旦提高 定性指林

満意度

患者満意度 ン90% %

以工満意度 ン95% %



附件3:

市象部|](単位)整体須数目林申扱表

(2021年度 )

部「1(単
位)名称

河南省ノし童医院邦州ノL童医院

年度履取
目林

~■
逆河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ノL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几童医院釜釣,北京ノL童医院蒋派駐科主

任,実施 “双主任制",借助国家医学中心的良好平台及国内ノし科院士及其囲臥的影的力,引 平合、引人オ、引技

木、弓1管理,選一歩ケ大北京ノL童医院伐反資源,逐歩提高邦州ノL童医院的管理水平及医庁、教学、科研能力,促

避区域内ノし科医庁資源共享,几科医庁朕盟患及基層,不断提升医院影的力。

依据 《美子区域医庁中心拭点項目有美事項的通知》 (友改亦社会[2020]397号 ),秋板実施国家区域医リヤ中

心建没,制 if河南省ノL童医学中心建没方案,按照相皮的駅責任雰汗展工作,建成区域高水平ノし科lh床珍庁中心、

高尿次ノL科人オ培界基地、高水准的科研ell新 和精化平台,降低区域患几外精率,秋板推逃仇反医庁資源下況,実

現 “ノし童大病不出省"目 林。                  _

度

要
努

年

主
任

任雰名称 主要内容

河南省ノし科医庁朕盟建投資金

持崚推逃河南几科医庁朕盟建没,升展千名医伊培切14期

300人次,高象生命支持班培切150人次,挙亦叉珍HO場

次,通道多神形式,促使ノL科医庁資源下況,継銭升展逃

程会珍、逸程心屯等返程医庁服勢,不断提升基晨几科的

珍庁水平。

医院教学服勢能力提升資金
完善附属ノL童医院教学体系,姐奴師資、学員培切166場 ,

制作精品深程3套 。

北京ノL童医院合作学科能力提升資金

持鉄深化与北京ノL童医院的全面合作和同反化友展。友揮

国家ノL童医学中心的管理主早和技木引飯作用,逆情北京

ノし童医院寺家来院坐珍,実施資源、平合、信息、人オ、

技木 “五↑共享",寺家来院指早工作。

北京りL童医院管理費
依据跡波,按吋支付2020年 59月 分托管費用及2021年北京

ノL童医院有邦州ノL童医院管理費。

預算情況

部|]預算息板 (万元) 162352.4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3105.2

(2)其他資金 159247.3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159265.6

(2)項 目支出 3086.9

一致指林 二須指林 三坂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相美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鏡数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株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如化率 ′ン100 %

預算執行率 >100

預算調整率 く 0
‐%

鮪結結余率 く 0 %

三公姪費"校制率 く 0

や
　
　
　
、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敷盗控完成率 ン 100
0/0

須数自坪完成率 >100 %

部1慟数坪倫完成率 >100 %

坪介結果庇用率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任努完成

情況

引遊知名囲臥 ン 3 ↑

荻批各美科研項目 >10 今

友表各癸学木稔文 >800 篇

年完成介入手木病例数 >1000 夕1

年完成微CJ手木病例数 ン2000 夕J

年核心技木病例数占恵手本

病例数しヒ例
ン20 %

完成医学本科生帯教 ン400 人

研究生培弄 ン20 人

住培学員 ン50 人

文珍 ン110 場 次

培り||
ン 112 場次

北京寺家来院指尋 21350 人次

北京寺家来院坐珍就珍人次 >1600 人次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疑淮危重症的恵体治愈好装

率
>80 0/o

区域患ノし外特率 下降 定性指林

満意度

文珍単位満意度
‐・95

培り|1人 員満意度 ン95
0/0

姿洵屯活満意度 >95 0/0

患者満意度 >95 0/0



附件3:

市象部「可 (単位 )

亦 製

申扱表

(

部「」(単

位 )名称 ■ 薙 茅
ヽ

年度履駅

目4/1N

'  
、̀Ц

「

Elifil[言 ,il誉嘉:拿EIlif'I[曇量言懲基菖〕,Zil誓借看]II葉すツ
1緊魃ゝ』)晨ξ

張tl支J生育技木服4・
‐監管,規疱)1丸 J生育避学豹具管理,汗展)1支J生育豹具不良反度監淑1,

康。提高人口素庚、稔定低生育水平、促逃全社会多済1711凋 友展。

減少♯意層妊娠。加

鍵夕`育蛉群余身心健

年度

主要

任 /J‐

任雰名称 主要内容

tl支J生育服各項日

il剣生育技木服発部決真履行)卜支J生育宣倍教育、技木服努、伐生

指尋、力具友放、倍息灰it」 、随坊服分、生殖保健和人員培切1等駅

能任分,対十区六具技本人員逃行凋研、定期培切|、 考核、督早及

多R須技能大しヒ武活劫,井対轄区娼女逃行免費上不、取不、放畳或

取出皮下埋植技木、輸卵管純育木、輸卵管吻合木、輸精管絶育木

及輸精管吻合木及木前栓査,以及免費友放避早豹具等

預算情況

部11預算恵額 (万元 ) 49621.09

1、 資金来源:(1)財 政性資金 213.36

(2)其他資金 49407.73

2、 資金鮎杓:(1)基本支出 49421.09

(2)項 目支出

‐須指栴( 二微指 1/1t 二微指 17Jt 指 1/Jl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 1/JN

工作日材t管 理

年度履取 日林オH美性 オHうに 定性指 1/Jt

工作任雰科学性 矛斗ミ許 定性オ旨柄t

須数指柄t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 17Jt

預算和財各管理

預算編+1完整性 完 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劉化率 ン 100% %

預算拭行率 ン95% %

預算調整率 く 10% %

多古キ寺Z吉 労ヽ 2「 く 10% %



´     '

^級指 1/」
t 二微指材t 三級指 1/1t オ旨1/」 tイ白 度量単位

「「 作目材:管理

年度履取 目初t利1美性 オHり( 定性指 1/Jt

工作任勢科学性 科 学 定性指 171t

“三公簗費
″
控制率 〔(100% %

決算真実性 真共 定・
1/Ltt17Jt

投入管理

オ旨17J(

預算不Π財 7j‐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 17Jt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 全 定性指 1/Jt

預決算倍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 4/JN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池 定性指 1/Jt

績数管理1

須数監控完成率 ン 100% %

須数自浮完成率 ン 100% %

部lJ須 数坪枡完成率 ン 100% %

澤倫鮎果庄用率 ン 100% %

声出指 17J:

履取日1/Jt和 主要

任各完成情況

K数落実避弔率 >10% %

轄区授深 ン10次 次

PAC候珍宣教覆蓋ネ >70% %

流声后3今月随方率 >160% %

流声后1企月随方率 ン80% %

数益指柄t

履取数益 高数避手方法立 LN l落 実ネ ン60% %

満意度 服券対象満意度 >90% %



附件3:

市彼部門 (単位 )整体須数日林申扱表

ム繭巫Q｀

部|](単
位)名称 ド■醤い
年度履取

目林
榔 脚 嚇 監

輛
編

申
岬 脚 岬 い 。

年度

主要

任勢

任努名称`彎tt==ゴ ア       主要内容

疾病監淑1和栓沢1工作
特染病、地方病、慢性ヨト借染性疾病、文滋

病等疾病的盗測和栓測工作

皮急楚畳工作 全市公共里生突友事件庄急楚畳

免疫規支」、消毒与病媒生物控制工作 全市免疫規支J、 消毒和病媒生物控制工作

預算情況

部 |]預算恵額 (万元 ) 3979.06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3979.06

(2)其他資金

2、 資金鈷杓:(1)基本支出 3679.06

(2)項 目支出 300

一須指林 二象指林 三級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オロうく 定性指林

工作任券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禄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 整 定性指林

青項資金知化率 ン 90 %

預算執行率 ン 95 %

預算調整率 く〔20 %

結特結余率 〔【20 %

ハ



″1

指林値 度量単位
一級指林 二象指林 三須指林

〔〔100 %
“三公径費"控制率

政府采殉執行率 ン90 %

決算真実性 真共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 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月、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監控完成率 ン 100 %

須数 自坪完成率 〕́100 %

部 |]須数坪倫完成率 >roo I Yo

坪倫結果成用率 ン90 %

声出指林
履以目林和主要

任雰完成情況

疾病監測祥品数 >roooo I {'r'

病媒盗測祥本量 ン5000 分

借染病報告率
>〕 100 %

免疫規支1接稗率 ン90 %

不断完善

数益指林

履駅数益 郊州市疾控体系

満意度 社会公森満意度 ン90 %



附件3:

市象部「可 (単

7)濾軍誨鉤ヌず

]l示 申オ艮表

部|](単
位)名称 つ市中 治馨
年度履取

目林
]i][]⑧吉[[『][[3言il図lii[[削i]

年度

主要

任努

任努名称
ど

・
ン

″`

   主要内容

反量控制

対全市升展駅立健康服努的技木机拘粒査考核,井対全市重点行立重点間

位双立病危害因素逃行調査走坊,対重点行立重点聞位接触駅並病危害危

害的芳劫者了解駅立病危害防治知峡情況逃行調査,対部分行立和聞位遊

行取上病危害因素盟揆1。

放射防押栓沢1

対我市重点放射珍庁机拘的放射珍庁投各選行影像願量控常J盗測、対放射

工作場所定期避行放射防炒栓測,対重点放射性取立病危害建没項 目逃行

預澤倫和控キ1妓果浮倫,対重点放射工作単位逃行今人刺量監洪l。

預算情況

部 |]預算恵額 (万元 ) 1202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1202

(2)其他資金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1042

(2)項 目支出 160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級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符合 定性指林

工作任分科学性 真実、迷林 定性指林

鏡数指林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 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如化率 ン 100% %

預算執行率 ン 100% %

預算調整率 1%≪ %

結特錯余率 0< %

“三公径費"控制率 0≪ %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政府来賄執行率 ン 100%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で
煮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茫性 規疱 定性指林

鏡数管理

寂数監控完成率 ン 100% %

須敷自坪完成率 ン 100% %

部|]須数坪倫完成率 ン 100% %

坪枡結果皮用率 ン95%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勢完成情況

取立健康体栓人次 ン6000 人次

取立健康体栓送林率 ン95% %

完成合格率 ン 100% %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庇急預案的完各性 完各

降低重点取立病友病率 降イ氏

満意度

有毒有害作立人員投訴

率
5%≪ %

取立病危害企立和重点

人群満意度
ン95% %



附件38

市象部門 (

V儘 昌者
'

須敷目林申扱表

部11(単
位 )名称 V簿中 州分会
年度履駅

目林
牙展学木活動、墾鉄医学裏書ミ魔ガ拳飯寝木盤定及預防接紳昇常反鹿益定相美工作

度

要

各

年

主

任

任分名称 主要内容

学木活動
升展学木交流、姐駅重点学木深題探村、前
滑理恰交叉学科学木探甘。

継銭医学教育

姐駅会員和其他医学科技工作者学コ立分 ,

不断更新科学技木知沢,提高医学科学技木

立分水平。

医庁事故技木盤定

受理井姐鉄升展医患双方、工生行政管理部

,1、 司法机美申清的医庁事故技木盤定工作

預防接神昇常反庄盤定
受理接神方、被接神方、生声

「

家的預防接

神昇常反鹿釜定申清。

医庁事故技木豊定寺家庫的管理、医庁事

故技木盤定梢案管理
対医庁事故技木豊定寺家岸的日常策夕、医

庁事故技木盤定梢案的整理月梢。

預算情況

部l]預算息額 (万元 ) 184.8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184.8

(2)其他資金 0

2、 資金錯杓:(1)基本支出 184.8

(2)項 目支出 0

一坂指林 二象指林 三吸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駅目林相美性 相美 定性指林

工作任分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猿数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萩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細化率 不遣用 %

預算執行率 ≫99% %

預算調整率 〔〔0% %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分管理

結特錯余率 く0% %

“三公経費"控制率 くこ100% %

政府釆賄執行率 ン 100%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汗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 定性指林

猿数管理

猿数盗控完成率 夕 100% %

須数自坪完成率 夕 100% %

部l鞍敷坪介完成率 ン 100% %

坪倫錯果庇用率 夕 100% %

声出指林
履駅目林和主要
任分完成情況

完成学木交流活劫情況 ン40 次

完成継鋲医学教育項目
情況

′〕30 項

受理医庁事故技木盤定
及預防接神昇常反成釜
定情現

ン60 起

全年医庁事故技木盤定
、預防接神昇常反座梢

案月梢率

ン 100% %

敷益指林

履取数益

医榜人員参均学木交流

活動的庁乏性
声泥 定性指林

継銭医学教育項目的覆
蓋性

全面 定性指林

笙押医患双方合法杖益

的公平性
公平 定性指林

根据釜定案例剖析、月

幼、忌結医庁安全 同

題 ,対提升医庁安全防

疱意沢、医庁疲量和学
科学分屠的右希梓

有益 定性指林

満意度

医押人員参与学木交流

活功及継紋教育項 目満
煮度

>95% %

医庁事故技木盤定及預
防接神昇常反泣基定群
余投訴率

〔〔5% %



一致指禄 二級指林 三級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三公経費"控制率 く〔100 %

政府采殉執行率 ン90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 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 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致監控完成率 ″〕100 %

貌数自澤完成率 ン 100 %

部|]須数坪介完成率 ン 100 %

坪倫結果庄用率 ン9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雰完成情況

疾病監沢1祥品数 ン 10000 分

病媒監沢1祥本量 ン5000 分

借染病報告率 ン 100 %

免疫規えJ接神率 ン90
00

数益指林

履駅数益 邦州市疾控体系 不断完善

満意度 社会公森満意度 ン90 %



附件3:

市 目林申扱表

語
部11(単
位 )名称 ■キ尋冬
年度履取

目林
倣募稲 胸三ど)夜像ェ作

年度
主要

任努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全市医庁工生和公共工生監督机法
主要メサ企市医ソr川え努、公共場所■1生 、生れ1歓川水 lJ生、り(ヽ と■ 41、 放別

上生、学校里生、餐消企J,■ 生、終染病防 17P、 母嬰保他、[1則 牛イメ 鴻
供血ツt胸 等/1t l13万

余家 ll位
,よ |ア‖i督 払法 .

萩算情況

部l]預算恵額 (万元 ) 1280.1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1280.1

(2)共他資金

2、 資金結杓:(1)基 本文出 1280.1

(2)項 目支出

一致指林 二須指林 三須指椋 指粽値 度量単位

工作目株管理

年度履駅目林相夫性 符合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粽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才旨わF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執行率 ≧〕100% %

預算凋整率 <0% %

結緒笏余率 く0% 0/0

“三公経費"控制率 ≪90% %

政府采賄執行率 >〕 100%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椋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級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才旨わR

預算和財勢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 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妖牧監控完成率 ≧
'100% %

須数自坪完成率 >100% %

部|]須数坪伶完成率 ン100% %

坪含錆呆泣用率 ン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机法臥伍人数 >91人 人

升展執法監督活劫次数 蛯〕6000とた 次

弄展執法監督活功及吋

率
100% %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双随机抽査任券完結率 ン100% 0/0

寺項盗督執法任秀完成

率
>100% %

査処同題整改反債率 ン100% %

満意度

群余満意度 ン98% %

対里生健康事立友展的
影nFnl

≫100% %



附件3:

市吸蹴 立) 整体須数 申扱表目林

(20214再担艶)▲

部|](単
位)名称

¬

ご]ソ型祓急断鰯竺lt殊
`

年度履取

目林 筐撫ヴ
解跛燎`瀧欲

■
需求:完成急救知沢普及培〕|

年度

主要

任努

任雰名称 主要内容

突友公共工生事件的現場急救、特送和重

症監榜

姪市工健委的委托,指拝、凋度省会各癸医院的急救資

源,傷員的現場急救、結送和重症監タ

受理120急救屯活
承担日常急救医庁的指拝、凋度工作,指揮

、凋度省会各癸医院的急救資源

対急救靖的工作逃行指早、監督、培り||

実施対市内急救靖和各具 (市 )区急救工作

的立努指早和監督,及急救人員培り|1工 作。

預算情況

部 |]預算恵額 (万元 ) 1523.8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1523.8

(2)其他資金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1323.8

(2)項 目支出 200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級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以目林相美性 オロ,( 定性指林

工作任雰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如化率 100% %

預算執行率 100% %

預算調整率 0% %

緒結結余率 0% %

合



微毬庁慶
一致指林 三吸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貪 ニメ

“三公経費"控制率 ン99% %

政府釆賄執行率 ン75% %

決算真共性 真実 定性指禄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虐、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合規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監控完成率 ン99% %

須数自坪完成率 ン 100% %

部|]須敷坪伶完成率 ン 100% %

坪伶結果庄用率 ン90% %

声出指林
履以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毎日派珍量 >〕 400 人次

毎日屯活受理量 ン 1500 次

敷益指林

履取敷益

人員配各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皮急預案完各性 完各 定性指林

梢案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満意度 信坊回債満意度 ン90% %

二吸指林



件３‥
市

附

須数位 )整体
(2021lF月護)

目林申

ゑ 蓼 邦州市保健委員会健康管理中心部|](単
位)名称

部医庁保健工作服勢灰量,増彊干部臥伍身心健康水平,晩保干部医庁保健寺項

寺項須数日林正碗、合理使用。

年度

主要

任勢

完善千部医庁保健配套没施,提高医庁保健

工作服勢辰量,完成年度医庁保健任努。千部医庁保健

部i]預算恵額 (万元 )

預算情況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2)其他資金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2)項 目支出

年度履取目林相夫性

工作目林管理 工作任券科学性

須数指林合理性

預算編制完整性

寺項資金細化率

預算執行率

預算調整率

姑特第余率

“三公径費"控制率

政府采殉執行率

預算和財努管理

無
|ヽ

年度履取

目林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1765

1765

84

1681

一致指林 二級指林 三吸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相夫 定性指林

科学 定性指林

合 理 定性指林

完整 定性指林

ン 100%

ン 100%

≪ 0.20%

≪ 0%

く 95%

ン 100%



一致指林 二吸指林 三吸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各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 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虐、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監控完成率 ン 100%

須数自坪完成率 ン 100%

部|]須数坪倫完成率 ン 100%

坪介結果成用率 ン 95%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服努保障人次 ン 500

日常就珍完成率 > 95%

費用支付及吋率 ン 98%

数益指林

履収数益

健康管理完成率 ン 95%

満意度

服雰対象満意度 ン 98%



附件3

市須部門 (単 4 目林申扱表

部「](単
位 )名称 珈 !11T院

年度履取

目林

提升服勢能力,力患者提供伐反的医庁服努:堅持疫情防控常杏化,芦格把美保IE医 院患者及医

榜工勤人員安全:芦格規疱医庁服努1文 費,堅持合理栓査、合理用笏、合理1欠費,張化倫格管理

、規疱並努和倫格行力:加張完善医院信息化;芦格執行商品采的、医用耗材采的、没各来殉招

投林等規定;加張人オ培弄,引 逃高級人オ,提高医院医庁立雰水平。

年度

主要

任雰

任雰名称 主要内容

提升医院服雰能力及医庁水平
加張人オ培券,引 逃高象人オ,更新医院医

庁没各,提高医院軟硬件立雰水平。

加張医院信虐、化建没 推遺智慧医院建没

規疱日常公用支出
保iIE日 常正常這特,合理支出,有預算有it

支」不浪費

預算情況

部 |]預算恵額 (万元 ) 21864.5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2)其他資金 21864.5

2、 資金猪杓:(1)基本支出 21864.5

(2)項 目支出

一象指禄 二象指林 三級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夫性 オロウt 定性指林

工作任雰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預算編市1完整性 完 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知化率 ン90% %

預算執行率 ン90% %

預算調整率 ≪ 15% %



一致指禄 二級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結特結余率 ≪ 10% %

政府采殉執行率 ン 100% %

決算真実性
決算根表数据埼会it敗

簿数据一致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各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 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監控完成率 ン95% %

須致自坪完成率 ン 100% %

部|]額数坪倫完成率 ン 100% %

坪介結果皮用率 ン8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勢完成情況

医院改革及服雰提升 ン 100% %

医院信層、化建没 ン 100% %

致益指林

履取数益

提升医院整体信息化智

能化水平
明昆提高 定性指林

提升医院軟硬件水平 しヒ較明塁 定性指林

満意度

提升医院整体信虐、化智

能化水平患者満意度
ン95% %

医院改革服努提升及医

庁不境患者満意度
ン95% %



附件3:

市須部ノこぜぶR 1 )

部「](単
位)名称

年度履取

目林

社会

                            fI病 全

的救治工

年度

主要

任雰

主要内容

社会精神病人 11珍和住院治庁
llt好 社会精神病人的|]珍和住院治庁工作 ,

満足群余的珍庁需

社会流浪乞廿 “三元"精神病人的救治
対符合条件的社会流浪乞廿 “三元"精神病

人逆行精神科治庁。

邦州市貧困精神病人慈善救治工作
対符合条件的邦州市貧困精神病人,按照慈

善項目救助林准給予救助。

精神工生知沢宣借

利用新同媒体、健康大沸堂、文珍宣侍等形

式宣倍精神 13生知惧,提高群森対精神里生

知恢的知ll■ 率。

預算情況

部|]預算恵額 (万 元 )
1864.1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1724.1

(2)其他資金 140

2、 資金錆杓:(1)基本支出 1864.1

(2)項 目支出 0

一致指林 二吸指林 三吸指林 指禄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駅目林相夫性 オロウく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 学 定性指林

須致指林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株

預算執行率 ン90% %

姑特結余率 く 10% %

政府采殉執行率 ン98%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 規 定性指林

管理市1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整体須数目林申扱表



(2)項 目支出 0

一致指林 二吸指林 三級指林 指株値 度量単位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雰完成情況

満足来院患者珍庁需求 ン95% %

承担救助責任,救助弱

勢群体
100% %

多渠道宣倍精神里生知

沢
ン95% %

敷益指林

履取敷益

完善寺科特色,強化医

庁水平,満足患者珍庁

需求

ン95% %

承担社会責任,履行慈

善救助文努
100% %

宣倍精神 lJ生知沢,提
高精神疾病美注度

ン9500 %

満意度

服雰対象満意度 ≫95% %

社会美注満意度 ≫95% %



附件3:

市須部門メぎ年れまF 目

部 i]

位 )

単

称

く

名 ｀
・
」レ莉就丁麟断

年度履取

目林 FF]「至え:iril:;:』 :::]君l,急
螢摯男升

ぅ
警遺鼻鐙弄F妹褒督護曇賢

努

度

要

勢

年

主

任

rcx*# 主要内容

新院房租ネト助資金
升展 |ヨ 珍部、住院部、りL康科、中医康隻科、理症、針灸科ケ大

医庁立勢面釈,改善医症不境。能更好的力患者服分,提高社会

和姪済数益。

信息化系統ネト助資金

1)力 了更好的康夏医学友展、規池りL童康隻珍庁体系提

供科学的依据,大大提高医院的没各利用率,降低人員工

作量。2)成本核算径済管理,伐化III生資源配畳,有数

控制盲ロデ張、提高速行数益,実現一体化信息管理,推

劫公立医院劫力交革,数率交革。

預算情況

部11預算忌額 (万元 )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2)其他資金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2)項 目支出

一吸指林 二象指林 三飯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禄相夫性 合理 定性指林

工作任分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鏡妓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細化率 ン98 %

預算執行率 %

預算調整率 く 10
00

結轄姑余率 〔(20 %

“三公経費"控制率 く %

政府采賄執行率 =100
00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分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 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 定性指林

猿数管理

鏡数盟控完成率 %

猿数自坪完成率 %

部1識数坪倫完成率 %

坪倫結果反用率 ン96
0/o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分完成情況

新院面釈 平方米

医院不境仇等率 ン96 %

租賃完成及吋性
00

信息覆蓋区堪 全 院 %

倍息灰量 仇等 %

妓益指林
履取数益

提供更好的就医不境 満意

満意度指林 ン95 %

満意度 対象満意度 満意

須数目林申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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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

位 )

単

称

＜

名

承

Li 十 ふ 邦州市嵩山医院

年度履取

目林
感 行輛模医後言顔彙継難す還整鼻堤弄讃舞言奮「君蜂富霧最努
益和社会数益。

年度

主要

任努

任分名称 主要内容

人員径費
用千人員工資、社会保障支出、遺属ネト助、

高退休公用支出

公用経費 用子水屯、取暖

委托並努費 用子医庁部門的委托立努費用

預算情況

部 l]預算忌額 (万元 ) 678.9万元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678.9万元

(2)其他資金 0

2、 資金緒杓:(1)基本支出 678.9万元

(2)項 目支出 0

一致指林 二級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合理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鏡数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筋百催字壬nm+るこ 4年 二田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細化率 =100% %

預算執行率 =100% %

預算凋整率 0 %

位)整体須敷目林申扱表

魚 ′Lハ 人 顎



一象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結緒結余率 0 %

“三公姪費"控制率 =100% %

政府采賄執行率 =100%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鏡数管理

須数盟控完成率 %

笏数自坪完成率 =100% %

部日須敷坪介完成率 =100% %

坪竹結果泣用率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就珍病人増K率 ン25% %

双能扶行率 =100% %

服勢辰量 =100% %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社会影噛力 影的力増強 定性指林

経済数益増K率 ン20% %

満意度

病人珍庁満意度 ′〕98% %

就医不境満意度 ≫98% %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中医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房自勤 联系人 房自勤

联系电话 67178050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5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5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5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5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医疗服务能力，培育壮大中医药人才队伍，完善中医医院信息化
建设，加快推进中医药科研创新，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强中医药对外合作交流，开展中医养生保
健服务。

立项依据

依据《郑州市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2020-2025）》（郑发〔2020〕9号）要
求，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医疗服务能力，培育壮大中医药人才队伍，完善中医医院信
息化建设，加快推进中医药科研创新，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强中医药对外合作交流，开展中医养
生保健服务。2020年4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卫生健康大会，王国生书记和尹弘省长分别就多措
并举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5月，全市卫生健康大会召开，徐立毅书记和王新伟
市长明确要求“要抓好中医药事业发展，打造河南中医药强省的郑州样板”。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
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
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
见》，为新时代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事业指明方向。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2020-2025）》（郑发〔2020〕9号）。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6月底前80%支付，9月底前完成支付。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建设郑州市中医互联网医院平台；实施综合医院中西医结合项目，推广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开
展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建设；面向全市市民定期举办线上线下的中医名家讲堂活动，“郑州市
仲景学堂”讲座；开展郑州市绿城杏林人才培养项目等。

年度绩效目标

建设郑州市中医互联网医院平台；实施综合医院中西医结合项目，推广10-15个中西医结合诊疗
方案；面向全市市民定期举办线上线下的中医名家讲堂活动，“郑州市仲景学堂”讲座；开展郑
州市绿城杏林人才培养项目。建立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建设单位4个；中医特色疗法基地2
个；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10-15个；优势中医学科2-3个；开办中医名家讲堂活动2-4次；开展中
医名家走基层活动10次；各类中医人才培养200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计划建立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
心建设单位

=4个

计划建立后备中心项目建设单位 =2个

计划建立中医特色疗法基地 =2个

质量

建立优势中医学科 ≥2个

推广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 ≥10个

开办中医名家讲堂活动 ≥2次

时效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项目服务对象中医知识知晓率的
提升程度

比较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中医名家讲堂参与对象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项目开展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三个一”健康小屋建设管理项目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师卫翔 联系人 师卫翔

联系电话 67170855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6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6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6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6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健康郑州”总体工作要求，在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推行“三个一”健康管理模
式，即：在单位、学校建设一间健康小屋作为开展健康管理的场所，设立一名健康管理员负责本
单位的健康管理工作，由签约医疗机构组建一个健康管理服务团队，为单位职工、学校师生提供
健康管理服务。“三个一”健康管理模式以健康小屋为载体，对服务对象采取健康筛查、分类管
理、个性干预等三大措施，推动了医疗机构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服务模式的
转变。深入推广“三个一”健康管理服务，打造健康管理“郑州模式”。项目已开展事前绩效评
估，评估结果为予以支持。目前，全市已建成139家健康小屋，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职业
群体的热烈欢迎。2021年计划新建30家健康小屋，努力提高“三个一”健康管理服务覆盖面。

立项依据

《郑州市十三五卫生与健康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全面建立以健康教育
专业机构为引领，以社区为基础，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充分参与、分工协作的健康教育和健
康促进体系。”、《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意见》（国发〔2019〕13号）“加强财政支
持，强化资金统筹，优化资源配置。”、《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方案（2017-2025）》（国卫
办疾控发〔2017〕16号）：“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具体内容与健康城市、慢性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全民健康素养行动等工作统筹规划，有效整合资源，加强对活动实施的组织保障和经费支
持。”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三个一”健康管理模式以健康小屋为载体，对服务对象采取健康筛查、分类管理、个性干预等
三大措施，推动了医疗机构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服务模式的转变。深入推广
“三个一”健康管理服务，打造健康管理“郑州模式”。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郑州市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健康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
通知》（郑卫疾控[2019]11号）。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6月份支出，按照2021年“三个一”健康小屋年度工作方案，定期开展项目督导，保证项
目按时完成，达到预期效果。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全面开展企事业单位、学校的健康小屋建设；加强健康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全面推广健康生活方
式。

年度绩效目标
全市新建30个“三个一”健康小屋，健康一体机设备政府采购率100%，“三个一”健康小屋健康
一体机设备12万元/个，“三个一”健康小屋设备耗材购置和运维管理5万元/个，全面开展企事
业单位、学校的健康小屋建设。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计划新增建设健康小屋数量 =30家

健康小屋健康一体机配备数量 =1台/家

质量 健康一体机设备政府采购率 =100%

时效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健康小屋服务对象健康生活的影
响和提升程度

比较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健康小屋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健康小屋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12320热线运营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周二彬 联系人 周二彬

联系电话 6717083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4923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4923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4923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4923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9〕8号）中，同意采取省市共建、郑州市承建的
方式建设河南省（郑州市）12320卫生健康热线。省财政厅累计拨付300万元用于热线建设， 
2019年底正式投入使用。12320热线涉及的人员、经费问题，市编办批复12320热线配备咨询员29
名，市财政局按照市编办核定人数和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工资标准3943.2元/月/人保障人员工资
（含社会保险），并每年安排12万元用于维护软硬件设备。

立项依据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9〕8号）中，同意采取省市共建、郑州市承建的
方式建设河南省（郑州市）12320卫生健康热线。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全省居民提供12320卫生热线服务。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2020-2022年完成整合扩建河南省(郑州市)12320卫生健康热线，向全省群众提供卫生健康服务，
按照“健康中原”“健康郑州”建设的新要求，适应新时期群众对卫生健康服务的新期望，真正
成为政府与群众的桥梁纽带，真正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项目实施计划 及时支付热线人员工资。保障12320热线运维经费。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12320热线24小时服务。覆盖区域达到全省。

年度绩效目标
12320热线24小时服务；覆盖区域达到全省；12320热线服务满意度90%；热线投诉档案健全；人
员档案健全；人员配备合理；人员工资及时发放到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12320热线服务时间 全天24小时

质量 12320热线覆盖区域 全省

时效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方便热线服务对象咨询卫生健康
事务的提升程度

比较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12320热线服务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12320热线咨询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病媒生物防制专项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钱辰 联系人 钱辰

联系电话 67181717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72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72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34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34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采取“政府组织、部门监管、企业实施”的形式，对四环以内市管18个游园、绿地、市管10条河
道进行病媒生物（主要指“四害”）密度及其孳生地的预防与控制工作，通过政府采购，采取公
开招标的形式，向获得相关部门核准资质的专业防制机构（有害生物防制公司，英文简称PCO）
购买服务。通过对“四害”及其孳生地的预防与控制，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

立项依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66号要求：“建立政府和市
场有机结合的机制，通过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整治、
改水改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健康教育等工作”；《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
国卫生工作的意见》（郑政〔2015〕29号）要求：“全面推进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市场化。各
级政府应将病媒生物防制日常工作经费和公共环境市场化服务经费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通知》（郑政办文〔2013〕58号）规定：各
级政府应将病媒生物防制日常工作经费和市场化服务经费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其中，“各级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经费按照人均不少于0.1元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城区市管公共环境市场化服务
经费由市财政全额承担”。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1.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必然选择。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
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实行社会化运作，有
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打造服务型政府，提高除害防病工作效率。2.是有效降低“四害”密
度，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需要。与往年同期对比，鼠密度下降6％、蚊密度下降12％、蝇密
度下降8％。3.是除害防病，惠及民生的重要举措。目前虫媒传染病几乎占所有人间传染病发病
数的20％。我国病媒生物传播的疾病占法定报告传染病的近1/3，媒介生物性疾病死亡数占传染
病死亡总数的5～30％。4.我市推行社会化服务的成熟条件。目前我市现有PCO公司100余家正规
注册的和取得了资质认证的PCO公司有50余家，2013年有42家PCO企业取得了资质认证，全市300
余人防制员证书，市场趋于成熟。5.借鉴国内其它城市的成功经验。自2004年杭州市病媒生物防
制工作推向市场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一些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也相继推行此项工作
。据统计，在全国爱卫会命名的153个国家卫生城市中有将近70%以上已经或正在推行，积累了许
多成功的经验。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一、管理内容。对有害生物防制服务单位的监督管理主要包括合同监管和程序管理。合同监管是
指有害生物防制服务单位履行合同的情况；程序管理是对有害生物防制服务单位在组织管理、现
场绩效、档案资料管理以及群众满意度等方面进行全面考评。二、管理制度。按照“日常督查、
月度检查、季度考评”的形式，采取日常督导和集中考评相结合，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的方法，由
市卫健委组织考评，区卫健委（爱卫办）及相关单位配合。三、管理措施。考评结果的运用。根
据季度考评成绩核发承包服务单位的季度经费。凡总成绩在90分（含90分）以上的，视为达标，
全额支付费用；总成绩在80分（含80分）至90分的，视为基本达标，按得分率付费；凡总成绩低
于80分以下的，视为不达标，责令限期整改，暂缓支付，在限期内落实整改的，按每季度原定金
额的50%支付；未在限期内落实整改达标的，不予支付余额，追回已付费用，并根据合同规定的
其他内容进行处理；季度考评得分在98分以上者通报表扬或奖励，得分在80分以下者通报批评。
连续2次得分在80分以下者，终止合同。市卫健委在各中标PCO公司履约结束后填写公共环境病媒
生物防制社会化运作项目验收报告，验收报告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合同期
内总体评分在98分（含98分）以上者为优秀；总体评分在90分（含90分）至98分者为良好；总体
评分在80分（含80分）至90分者为合格；总体评分在80分以下者为不合格。

项目实施计划
一是拟对四环以内市管18个游园、绿地、市管10条河道进行病媒生物防制进行社会化服务，面积
共计2516.7911万㎡。二是病媒生物防制综合信息管理服务经费，包括病媒生物防制系统、NFC电
子标签、病媒防制APP、系统实施安装费用及服务器租用费用。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建立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的机制，通过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参
与环境整治、改水改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健康教育等工作。

年度绩效目标
病媒生物防制卫生知识的知晓率≥92.5%，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健全，有害生物防制公司资格达
标情况达标，投药量节约率≤65%，病媒生物防制密度降低≥8%，卫生行为的形成率≥92.5%，降
低“四害”密度，减少疫情发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计划病媒生物防制游园数量 =18个

计划病媒生物防制河道数量 =10个

质量
项目合作的有害生物防制公司资格
达标率

=100%

时效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病媒生物防制卫生知识的知晓率 ≥92.5%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病媒生物防制密度降低率 ≥8%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项目开展方式 社会化服务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财政补助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杨建华 联系人 杨建华

联系电话 67885736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63773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63773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73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73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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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郑政〔2016〕31号）：a.
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全市所有城市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即加价15%作为利润，中药饮片
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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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机制。b.市医改领导小组每年对相关医疗机构分级诊疗
工作推进情况进行考核，对市内各区考核成绩突出的市属、市管医院前五名，市财政分别给予每
年30、20、15、10、5万元奖励。

立项依据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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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郑政〔2016〕31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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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价格机制、药品（耗材）釆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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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可持续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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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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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3月底前60%拨付，6月底前100%拨付，下达县（市、区）0万元。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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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釆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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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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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绩效目标
2021年对市属市管17家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销售补贴，各市属市管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销售价格
公示率为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药品零差率销售补贴覆盖的医院数
量

=17家

项目工作考核表彰的医院数量 =5家

财政药品零差率销售补贴比例 =10%

质量

市属市管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销售
价格公示率

=100%

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 资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公立医院药品价格投诉事件 =0起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补贴对象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跟踪考核机制完备性 完备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管理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村所基本药物补助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马福民 联系人 马福民

联系电话 6717086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171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171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171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171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2011年12月1日起，我市已在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集中采购、
零差率销售。依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切实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
的通知》（郑政办文〔2016〕43号）：市级财政在省和县级财政补助的基础上，每年对村卫生室
补助由3000元提高到5000元。

立项依据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切实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办
文〔2016〕43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保障乡村医生合理收入。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1.《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管理工作的通
知》（豫卫药政〔2018〕10号）
2.《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转发关于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
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豫卫药政〔2018〕15号）
3.《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公立医疗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绩效考核工作的
通知》（郑卫药政〔2019〕15号）

项目实施计划
4月份前对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进一步核查；7月份前将村所基本药物补助拨至各区县
（市）；12月底前区县（市）下拨至各村卫生室。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达100%，保障乡村医生合理收入平衡。

年度绩效目标
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覆盖率100%，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村卫生室补助标准5000元/家，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中长期持续实施，保障乡村医生合理收入平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与目标管理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村卫生室补助标
准

=5000元/家

预计全市（含巩义市）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的村卫生室数量

=2342个

质量
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覆
盖率

=100%

时效 资金发放及时率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保障乡村医生收入平衡的影响或
提升程度

比较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补贴对象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跟踪反馈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公立医院设备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晓红 联系人 刘晓红

联系电话 67883637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50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50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50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50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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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要落实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
人才培养、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员费用和政策性亏损补贴等投入，对公立医院承担的公共卫
生任务给予专项补助，保障政府指定紧急救治、救灾、援外、支农、支边和城乡医院对口支援等
公共服务经费。”项目通过免做事前绩效评估审核。《郑州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7
〕25号）：“建立医疗设备补助机制。将市属公立医院医疗设备财政专项补助由每年1800万元增
加至5000万元。加强补助资金管理，落实申报审批制度，建立大型医疗设备配置项目库，严控公
立医院超常配备。”

立项依据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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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7〕25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对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市办公立医院进行设备购置投入，切实减轻公立医院资金压力，医院健康
良性发展。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对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市办公立医院取得国家（甲类）或省（乙类）配置许可的大型医疗设备，
凭配置许可在购置当年由财政全额补助。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9月底前完成拨付。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公立医院设备购置投入由财政部门全额投入，不再由医院自筹资金，切实减轻公立医院资金压
力，医院健康良性发展。

年度绩效目标

进一步确立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体现政府办医责任和公立医院的公益
性，使公立医院能全心致力于诊疗提升、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不再担负资金压力，
事业发展尽快步入健康良性轨道，持续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力度，建立完善长效的政府投入机
制，切实保障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面推进，实现政府得民心、医院得发展、群众得实惠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补贴对象覆盖范围 委直属公立医院

质量
设备政府采购率 =100%

资金拨付准确性 =100%

时效 资金拨付及时率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补助单位医疗设备成新率的改善
和提升程度

提升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补贴对象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设备日常管理维护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设备采购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基本公卫市级配套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李建 联系人 李建

联系电话 6788363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63783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63783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6224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6224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包括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
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高血压和糖尿
病等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等12项内容，以及划入项目，包括健康素养促进、妇幼卫生（包
括儿童营养改善、免费补服叶酸等）、老年健康服务、医养结合、卫生应急、提供避孕药具、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计划生育事业费、地方病方式、食品安全保障等。

立项依据
依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基本公共服务
领域省与市县公共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8〕89号）、《河南
省医疗卫生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豫财社〔2019〕42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内容，是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是我国当前城乡居民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以儿童、孕产妇、老年人、慢
疾病患者为重点人群，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服务项目所需资金
主要有政府承担，城乡居民可直接受益。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资金、使用主体等保持相对
独立和稳定，按照相应的服务规范组织实施；各级财政安排的新划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
资金，不限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公共卫生服务
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适时调整，建立起维护居民健康的第一道屏障。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公共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8〕89号）、《河南省医疗卫生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豫财社〔2019〕42号）：“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明确为省与
市县共同财政事权，由省和市县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结合市县财政保障能力实行省财政分档
分担办法，郑州市和巩义市、中牟县2个省财政直管县（市）划为第三档，省财政分担地方部分
的40%。”2021年按照2020年标准每年人均74元，其中市级承担9.6%，承担7.1元。

项目实施计划
每年3月底前预拨70%到各区县（市）；每年11月底前完成基本公共卫生考核；根据考核情况每年
12月初前完成拨付。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促进政府对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完成情况、社区居民健康指标改进、社区居民满意度等方面的
综合考核评价。

年度绩效目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市财政配套7.1元/人（占比9.6%），常住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
90%，儿童健康管理覆盖范围0到6周岁，经费补贴对象满意度≥90%，项目补贴档案健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基本公卫人均市级配套经费 =7.1元

质量
常住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 ≥90%

儿童健康管理覆盖范围 0-6岁

时效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开展提升
程度

比较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经费补贴对象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项目资金配套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制度依据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资金支出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住院护理保险补贴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高坤华 联系人 高坤华

联系电话 6788338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3533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3533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58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58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为减轻我市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家庭（指女方年龄需满49周岁以上的，独生子女死亡或三级以上伤
残的计划生育家庭）父母对象医疗护理负担，根据国家卫健委、国家计生协会和省级相关部门的
要求，自2020年起，对全市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实施医疗帮扶，当被保险对象因病或意外住
院，由商业保险机构给予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家庭父母每人每天150元的住院护理补贴，一年累计
理赔天数不超过90天。

立项依据

根据《中国计生协关于开展失独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工作的通知》（国计生协〔2016〕
30号）：“二、科学设计失独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方案。（一）保障对象。年龄在49岁以上的
失独父母按照每人每年650元购买住院护理补贴保险。（二）保障内容。为每位投保人在疾病或
意外住院期间可获得150元/天的住院护理补贴，一年累计理赔天数为90天或以上。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全面两孩
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精神，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五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
计划生育特殊苦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和国家卫生计生委与中国计生协《关于开展计划生育特
殊困难家庭社会关怀的通知》要求，充分发挥计生保险在失独家庭扶助关怀中的积极作用，构建
失独家庭全面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中国计生协决定在全国推开失独家庭住
院护理补贴保险工作。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郑州市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住院护理补贴保
险办法（试行）>的通知》（郑卫〔2016〕30号）。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1月1日—2021年5月31日指导区、县（市）对奖扶对象进行摸底统计、资格确认，市级卫
生健康部门备案；
2021年1月1日—2021年6月30日市级资金分批匹配到位，拨付承保单位。
2021年7月1日—2021年12月31日区、县（市）资金匹配到位并拨付承保单位；市级卫生健康部门
对资金落实情况跟踪检查。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按照计划生育扶助保障政策“多元性、长效性、兼容性”的构建原则，建立以“奖、优、免、扶
、保、助”六位一体的政府主导、部门参与、社会支撑的计划生育扶助保障政策机制。建立稳定
增长的投入保障机制，加大投入力度，做到预算到位、按时均衡拨付到位，使符合政策的目标人
群按时、足额得到资金补助。

年度绩效目标
实际享受奖励扶助人数占应享受人数的比例达到100%，扶助对象人均补贴对象投保标准为650/人
/年，保险覆盖区域为全市域，补贴对象档案健全，补贴政策信息公开。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项目投保标准 =650元/年/人

住院护理补贴标准 =150元/天/人

一年累计理赔天数 ≤90天

质量 资金拨付准确率 =100%

时效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实际享受奖励扶助人数占应享受人
数的比例

10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补贴对象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补贴政策信息公开性 公开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健康扶贫专项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志刚 联系人 刘志刚

联系电话 67172022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223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223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223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223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依据《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郑
发〔2016〕3号）、《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健康扶贫工作
实施意见的通知》（郑卫〔2016〕185号）：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区县（市）人民政府统
一认定并发放《贫困人口健康保障证》，在县域内住院治疗的，持《贫困人口健康保障证》免除
县、乡级基本医保住院起付线，乡级起付线300元，县级起付线6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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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
。

立项依据
依据《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郑
发〔2016〕3号）、《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健康扶贫工作
实施意见的通知》（郑卫〔2016〕185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通过开展系列化帮扶、救助、社会保障，推动农村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高农村贫困人
口医疗保障能力，逐步消除因病致贫问题，努力加快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步伐。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实施方案》，《郑州市困难群众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
费工作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3月底前完成拨付，全部下达县（市、区）。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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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实
现应保尽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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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服务和社会保障
水平。

年度绩效目标
贫困村卫生室补贴标准2000元/所，贫困村卫生室补贴数量290个，贫困参保人员免除起付线标准
为县乡级。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贫困村卫生室补贴数量 =290个

贫困村卫生室补贴标准 =2000元/所

质量 贫困参保人员免除起付线标准 县乡级

时效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贫困村卫生室运营能力的改善或
提升程度

比较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补贴对象投诉率 ≤3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项目开展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和健康促进项目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周二彬 联系人 周二彬

联系电话 67170828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64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64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8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8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建设健康郑州，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的一项重要卫生健康监测指标。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是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重要措施。采取在线上及线下宣传等
手段开展健康宣传和教育，同时开展居民健康素养调查、全市健康科普能力大赛、两库两机制建
设、人均预期寿命调查、健康促进示范县区建设等健康促进工作，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
以健康为中心”、“治现病”向“治未病”的转变。项目已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为予以
支持。

立项依据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
行动的意见》，《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健康城市建设三年规划（2018-2020年）的通
知》（郑政〔2018〕36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开展健康促进县区建设，着力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健康
中国行动（2019-2030年）》：“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强化支持引导，确保行动落实到位”、《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加强财政支持，强化资金统筹，优化资源配置。”、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健康城市建设三年规划（2018-2020年）的通知》（郑政〔
2018〕36号）：“要按照每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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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采取在线上及线下宣传等手段开展健康宣传和教育，同时开展居民健康素养调查、全市健康科普
能力大赛、两库两机制建设、人均预期寿命调查、健康促进示范县区建设等健康促进工作，推动
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治现病”向“治未病”的转变。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10月底前完成拨付。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群众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提升，健全预防为主的健康体系，群众不
生病、少生病，提高生活质量。

年度绩效目标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2%以上，健康素养监测样本量≥1万人，举办全市健康科普能力大赛1场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与目标管理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举办全市健康科普能力大赛场次 =1场

举办健康教育宣传周活动场次 =1次

质量 健康素养监测样本量 ≥10000人

时效 举办健康教育宣传周活动及时性 比较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项目开展服务对象健康行为养成
的影响和提升程度

比较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项目开展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22%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老年乡医生活补助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志刚 联系人 刘志刚

联系电话 67172022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124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124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124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124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乡村医生是我国8亿农民的健康守护者。建立健全多渠道的乡村医生补偿机制，有助于解决“学
历层次低，考取医师难；社会地位低，人才引进难；收入待遇低”等乡村医生发展难题，妥善解
决老年乡村医生的生活保障困难问题。依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
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11〕129号）要求：对2012年度(含)前，年满65周岁、连续从
事村医工作10年以上、到龄退出不再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乡村医生，全市符合条件老年乡村医生
约1180人，每人每月给予300元的生活补助，省与县（市、区）1:1负担。《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切实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办文〔2016〕43号）：对
2012年度之后新增的符合领取生活补助条件的老年乡村医生，按规定标准发放生活补助，由市县
财政按1:1承担。

立项依据
依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11〕
129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切实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政办文〔2016〕43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建成一支素质较高、适应需要、结构逐步优化的乡村医生队伍，促进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制度的
建立。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建立健全多渠道的乡村医生补偿机制，有助于解决“学历层次低，考取医师难；社会地位低，人
才引进难；收入待遇低”等乡村医生发展难题，妥善解决老年乡村医生的生活保障困难问题。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3月底前拨付100%，全部经费下达县（市、区）。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建成一支素质较高、适应需要、结构逐步优化的乡村医生队伍，促进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制度的
建立。

年度绩效目标
符合领取条件老年乡村医生人数1180人，老年乡医生活补助标准300元/人，资金拨付及时，补贴
对象满意度≥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与目标管理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预计符合领取条件老年乡村医生人
数

=1180人

老年乡医生活补助标准 =300元/月/人

质量 资金拨付准确率 =100%

时效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质量的改善或
提升程度

比较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补贴对象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项目补贴对象信息公开性 公开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人才培养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陈艳 联系人 陈艳

联系电话 67170836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32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2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4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4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设立医疗卫生人才培养专项资金，大力支持以卫生人才工程为重点的医疗卫生队伍建设。通过特
岗全科医生医生岗位计划、基层住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培训、医
养结合疗护人才、疾控人才培养、中医人才培养、老年护理等人才培养项目，逐步缓解我市基层
卫生人才队伍匮乏情况。

立项依据
《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分
级诊疗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郑政〔2016〕31号）、《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郑州市
财政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卫生人才培养计划的通知》（郑卫〔2017〕83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各级医疗机构培养优秀医疗卫生人才，依据国家、省、市培训标准，创新培训模式，学科后备
人才与培训导师建立长期联系、资源共享，培养一支卫生人才队伍，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卫生人才培养计划的通知》（郑
卫〔2017〕83号）。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3月底前100%拨付，其中3月底前拨付下达县（市、区）部分。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为各级医疗机构培养优秀医疗卫生人才，依据国家、省、市培训标准，创新培训模式，学科后备
人才与培训导师建立长期联系、资源共享，培养一支卫生人才队伍，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年度绩效目标
培训对象人员900余人次，特岗全科医生考核合格率≥90%，全科医生特设岗位补贴标准1万元/人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培训对象人次 ≥900人次

全科医生特设岗位补贴标准 =10000元/人

基层住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补助标准

≥0.8万元/年/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培
训补助标准

=46元/天/人

县市区社区卫生管理人员培训补助
标准

=50元/天/人

医养结合安宁疗护人才培养补助标
准

=3500元/人

疾控人才培养补助标准 =350元/天/人

质量 特岗全科医生考核合格率 ≥90%

时效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参培对象知识能力的改善或提升
程度

比较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参培对象的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培训开展相关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生活饮用水水质在线监测服务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姚永成 联系人 姚永成

联系电话 67170851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0778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0778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077767.31 项目上年度金额 1077767.31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全国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规划(2015-2020年)》规定，直辖市与省会城市按照15万人
口布设一个水质在线监测点，2017年12月，我市生活饮用水在线监测及预警系统设备和运维服务
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对生活饮用水使用单位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全天候实时对水质指标（PH、
ORP、氨氮、浊度、余氯）进行监测，并通过信息系统，实时传输相关数据，每天定时监控水质
动态指标，最大限度降低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的风险。

立项依据 依据《全国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规划（2011-2020年）》(卫监督发〔2011〕95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对生活饮用水使用单位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全天候实时对水质指标（PH、ORP、氨氮、浊度、余
氯）进行监测，并通过信息系统，实时传输相关数据，每天定时监控水质动态指标，最大限度降
低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的风险。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制定《郑州市生活饮用水在线检测等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计划

在全市设立48个监测点，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购买服务期限为6年（2017年12月—2023年12
月），分七次支付。项目建成投入使用时支付总金额的30%计362.1万元；2018年1月至2022年12
月五年服务费每年支付总金额的10%，每年约107.78万元；2023年12月合同结束时支付最后一年
服务费为总金额的20%，约241.4万元。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信息系统，实时传输相关数据，每天定时监控水质动态指标，最大限度降低生活饮用水水质
卫生的风险。

年度绩效目标
每10分钟对余氯等五项常规指标和总有机碳进行一次监测，系统对数据进行自动分析，异常预警
信息处置率达到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余氯等五项常规指标和总有机碳监
测频次

每10分钟

全市监测点数量 =48个

质量 水质指标监测时长 全天24小时

时效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活饮用水在线监测水质异常预警
信息处置率

=10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异常预警信息处置单位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跟踪反馈机制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市级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专项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高坤华 联系人 高坤华

联系电话 6788338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6364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6364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5507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5507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给予奖励扶助、对符合条件的城乡计划生育家庭实行特别扶助等，目的是
建立以政策性奖励扶助为主体，各种帮扶活动为补充，相关社会经济政策配套的政策体系，缓解
计划生育家庭的特殊困难，提高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改善计划生育家庭的生活质量，使其在
经济上得实惠、养老上有保障。

立项依据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扶助保障工
作的意见》（郑政办〔2016〕71号）、《河南省卫计委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实施城镇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扶助制度的通知》（豫卫家庭〔2015〕2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办法的通知》（郑政办〔2015〕133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建立以“奖、优、免、扶、保、助”六位一体的计划生育扶助保障政策机制，计划生育奖励扶助
制度、特殊困难对象扶助救助制度等政策落实率100%，发放计划生育“利益导向”补助、独生子
女父母奖励费，缓解计划生育家庭的特殊困难，改善计划生育家庭的生活质量，使其在经济上得
实惠、养老上有保障。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郑州市财政局 郑州市医保局关于明确计划生育扶助保障工作相关补充
规定的通知》（郑卫〔2020〕37号），《郑州市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住院护理补贴保险办法
（试行）》（郑卫〔2020〕23号）。

项目实施计划
1.组织对降幅对象进行摸底统计、资格确认、备案登记等工作。2.2021年6月底前市级资金拨付
到位，按要求下达区、县（市）。3.2021年底前发放到位。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建立以“奖、优、免、扶、保、助”六位一体的计划生育扶助保障政策机制，符合享受奖励扶助
人数达100%，增加计生家庭的经济收入。

年度绩效目标

0-18周岁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补助标准240元/人/年；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补助标准1120元/
人/年；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补助标准为1120元/人/年；计划生育特别扶助标准：独生子
女死亡900元/人/月，伤残700元/人/月；增发特扶金标准为独生子女死亡730元/人/月；独生子
女三级以上伤残增发标准为365元/人/月；一次性救助标准分别为10000元/户、5000元/人；农村
独生子女和计划生育双女家庭生活补贴1标准为480元/人/年；节育奖励标准为120元/人/年；农
村计划生育家庭减免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减免标准为280元/人/年；农村独女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补
贴标准360元/人/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生育补贴标准为缴费补贴100元/人/年，养老补
贴40元/人/月；村（社区）计生管理员补助标准不低于300元/人/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0-18周岁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补助标
准

=240元/人/年

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补助标
准

=1120元/人/年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补
助标准

=1120元/人/年

计生特别扶助补助独生子女死亡标
准

=900元/人/月

计生特别扶助补助独生子女伤残标
准

=700元/人/月

增发特扶金独生子女死亡增发标准 =730元/人/月

独生子女三级以上伤残增发标准 =365元/人/月

一次性救助对象救助标准 10000元/户,5000元/人

农村独生子女和计划生育双女家庭
生活补贴标准

=480元/人/年

节育奖励标准 =120元/人/年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减免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对象减免标准

=280元/人/年

农村独女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补贴标
准

=360元/人/年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生育补
贴标准

缴费补贴100元/人/年，养老补
贴40元/人/年

村（社区）计生管理员补助标准 ≥300元/人/年

质量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政策落实率 =100%

特殊困难对象扶助救助制度政策落
实率

=100%

时效 市级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项目资金扶助对象生活的提升程
度

比较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项目扶助对象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市级医疗卫生服务和管理专项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晓红 联系人 刘晓红

联系电话 67883637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5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5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74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74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全市地方病防治、疾病预防控制、艾滋病防治、结核病防治、传染病防治、突
发公卫应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疗卫生机构经济管理能力提升、“双随机一公开”卫生
监督、婚前医学检查配套经费、病媒生物防制应急储备等。

立项依据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的通知》（郑政〔
2015〕31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郑政文
〔2015〕133号）；《传染病防治法》，《精神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精神卫生法》，《河南省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6-2020
年）（豫政办〔2016〕3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关于调整卫生防疫津贴标
准的通知》（国人部发〔2004〕27号）。《郑州市结核病防治规划（2011-2015年）》（郑政办
〔2012〕68号）。《艾滋病防治条例》。《关于加强河南省公立医院财务和预算管理的实施意见
》（豫财社〔2016〕103 号）和《郑州市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办〔
2018〕65 号）。《全国人间布鲁氏菌病监测方案》、卫生部、农业部《关于加强布鲁氏菌病防
治工作的通知》（卫办疾控发〔2012〕54号）。《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河南省病媒生物控制
应急预案》(豫爱卫〔2017〕3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有效准备和科学处置突发公共事件，保障重大活动公共卫生安全，及时开展紧急医疗救援，提高
传染病医院医务人员防护，配合“双随机一公开”的工作部署要求，保障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
顺利开展，做好病媒生物控制应急处理的物资储备等。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统筹规划全市卫生健康资源配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全市基层医疗卫生、妇幼健康服
务体系建设，落实医疗服务管理、中医药管理、疾病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和处
置、卫生健康综合监管、爱国卫生、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等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3月底前拨付60%，11月底前完成拨付。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有效准备和科学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承担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推动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开展，开展各项精神卫生防治和传染病防控、防治工作，保障市传染病医
院卫生防疫津贴经费，开展结核病防治工作等，落实国家艾滋病防治政策和措施，开展艾滋病宣
传教育工作，管理服务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开展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实施艾滋病医防结合一
体化模式，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促进市级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升，做好病媒生物控制应
急处理的物资储备。保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促进实施婚前医学检查等。

年度绩效目标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及时，报告及时的病例数占报告传染病病例总数的比例≥95%。蚊蝇和防
鼠设施合格率≥95%，居民卫生行为形成率≥92.5%。“双随机一公开”公共场所监督抽检比例
25%，集中空调使用单位监督抽检比例10%。碘缺乏病监测6600份，地氟病病区村监测204个，人
间布病监测县（市、区）11个，全市10个固定鼠疫监测点，地方病防治能力持续提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双随机一公开”公共场所监督抽
检比例

≥25%

“双随机一公开”集中空调使用单
位监督抽检比例

≥10%

碘缺乏病监测抽检份数 ≥6600份

地氟病病区村监测个数 =204个

人间布病监测县（市、区）个数 =11个

全市固定鼠疫监测点个数 =10个

质量 资金拨付准确率 =100%

时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项目开展对地方病防治效果的提升
程度

比较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卫生防疫津贴发放对象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项目开展政策依据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市三院与树兰医疗管理集团合作项目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韩丽娜 联系人 韩丽娜

联系电话 67885885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0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0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0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0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市三院与树兰医疗管理集团的深度合作，由市人民政府主导，依据国家相关政策支持，市三院与
树兰医疗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医院保持公立医疗机构职能和独立法人、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质、资
产权属和职工编制性质、保持财政拨款渠道、执行政府基本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职能等不变，由
树兰医疗在医院管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专业布局、临床教育、科学研究、信息化及实验室
建设等方面，向医院输入管理团队和技术团队。该项目前三年的管理费用由郑州市财政局财政支
持，每年支付深度合作管理费额度为2000万元。项目通过免做事前绩效评估审核。

立项依据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实施方案的通知
（豫政办〔2018〕11号）：鼓励公立医院与社会办医医疗机构在人才、管理、服务等方面建立协
议合作关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郑州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8
〕26号）文件精神：为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创新探索医院发展管理模式，着力推动郑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新老园区又好又快地协调发展，市三院与树兰医疗管理集团开展深度合作十分必要。
会议原则通过《郑州市卫生计生委 树兰医疗管理集团深度合作协议书》，并原则同意前三年深
度合作管理费由市财政承担。《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树兰医疗管理集团深度合作协议书》
（2018年10月22日职代会通过）：合作前三年（2019-2021）按照相关规定，每年向乙方支付深
度合作管理费额度为2000万元（包括乙方派驻专家、名医工作室及院士工作站专家薪酬、往返差
旅费等）。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提升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市三院需引进优质医疗资源，与树兰
医疗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医院保持公立医疗机构职能和独立法人、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质、资产权
属和职工编制性质、保持财政拨款渠道、执行政府基本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职能等不变，由树兰
医疗在医院管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专业布局、临床教育、科学研究、信息化及实验室建设
等方面，向医院输入管理团队和技术团队。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树兰医疗管理集团深度合作协议书》（2018年10月22日职代会通过）：
合作前三年（2019-2021）按照相关规定，每年向乙方支付深度合作管理费额度为2000万元（包
括乙方派驻专家、名医工作室及院士工作站专家薪酬、往返差旅费等）。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11月底前完成拨付。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着力推动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新老园区又好又快地协调发展，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创新探索
医院发展管理模式。

年度绩效目标
加强国际国内多学科联合诊疗平台的建设，至少引入5名相关专家全日制长驻工作(副高级以上职
称)，每周5名专家在院工作不少于两天。继续加强名医工作室和院士工作站，院士每季度至少来
院一次；启动医院等级评审工作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引入全日制长驻工作专家人数 ≥5名

质量
全日制长驻专家在院工作天数 ≥2天

邀请院士来市三院频次 每季度一次

时效 项目资金支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项目开展对医院医疗服务能力的提
升程度

比较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合作对象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项目实施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合作工作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铁路移交离退休人员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晓红 联系人 刘晓红

联系电话 67170827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62968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62968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6224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2010年7月，郑州铁路局与市政府签订管理协议，将原铁路医院离退休人员489人移交地方管理，
市九院412人，原市十院77人。

立项依据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境内铁路系统办社会职能机构离退休人员移交我省管理工
作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09〕75号）、《郑州铁路局郑州地区自办医院移交郑州市管理协议
书》。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依据《郑州铁路局郑州地区自办医院移交郑州市管理协议书》：“郑州铁路局办社会职能机构离
退休人员移交郑州市人民政府管理。移交人员的离退休费由郑州市人民政府按郑州同类机构、人
员的同等标准负责落实，省级财政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予以适当支持。”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截至目前，铁路移交离退休人员392人，其中市九院333人、原市十院59人，专项资金用于支付养
老金，离休生活补助，健康休养费，丧葬补助遗属补助，公用经费等。

项目实施计划
全年按月支付，其中市九院333人、原市十院59人，专项资金用于支付养老金，离休生活补助，
健康休养费，丧葬补助遗属补助，公用经费等。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铁路移交离退休人员及时准确收到养老金和生活补贴，提高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使离退休人
员生活安定，保障离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

年度绩效目标
定点补贴医院数量2家，392名离退休人员及时准确收到养老金和生活补贴，提高离退休人员的生
活保障，使离退休人员生活安定，保证离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补贴对象满意度≥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补贴市原第十人民医院铁路离退休
人员数量

=59人

补贴市第九人民医院铁路离退休人
员数量

=333人

质量 定点补贴医院数定点补贴医院数量 =2家

时效 资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补贴对象生活质量的提升程度 比较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补贴对象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补贴对象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外国政府设备贷款补助项目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郝义彬 联系人 王青娅

联系电话 67079837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2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2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2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2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原郑州市第十人民院)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2013年外国政府
贷款备选项目规划第一批计划的通知》（发改外资〔2013〕997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常务会
议纪要》〔2018〕14号文件：“由市政府偿还郑州市第十人民医院以色列政府贷款（2015年-
2030年）购置医疗设备的剩余债务约1.2亿人民币（原本息合计约1.58亿人民币），自2019年
起，十院每年到期本息列入财政预算予以解决”。

立项依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2013年外国政府贷款备选项目规划第一批计划的通知》（发改外资〔
2013〕997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8〕14号文件。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原郑州市第十人民院)使郑州市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趋科学、合理，
并促进医院的大力发展，完善郑州市的城市社会公益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群众医疗保健生活水
平，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增加招商引资的力度。因此，该项目的建设是必
须的和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严格按照有关资金管理制度和方法，进行项目资金的支出，确保项目资金的合规使用。

项目实施计划
外国政府设备贷款补助1200万元。为保证医院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提高医院医疗诊治水平，由
市政府偿还市十院以色列政府贷款购置医疗设备的债务，因市十院已合并入郑州人民医院，2021
年起该资金拨付至郑州人民医院。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利用外国政府贷款购置设备，有效的降低了药占比，大大提高了医院医疗检查和诊疗水平，提高
医院职工的工作的积极性，患者满意度提高。

年度绩效目标
门急诊人数日均达近12000人次，实际开放总床日数为601床日。利用外国政府贷款购置设备，有
效降低药占比，提高了市三院医疗检查和诊疗水平，使患者在市三院得到了更好的医治。也提高
了市三院职工的工作的积极性，患者满意度调查达98%左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与目标管理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偿债资金年偿还次数 =2次

质量
计划实现医院门急诊日均人次 ≥12000人

计划实现开放总床日数 ≥600床日

时效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医院诊疗服务能力的影响或提升
程度

比较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医院患者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项目开展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卫生城市管理奖补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王萌 联系人 王萌

联系电话 67181706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43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43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86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86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依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卫生城市管理办法的通知》（郑政〔2018〕13号）、《郑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卫生城市管理工作考评细则的通知》（郑政办〔2018〕
27号），建立健全城市卫生管理长效机制，推动健康城市建设，对各区县（市）政府、开发区管
委会，市直成员单位，各办事处（乡镇）实施考核。开展“爱国卫生杯”竞赛活动，每年评选一
次，设金杯5个，银杯10个，铜杯30个，先进集体40个。对县（市）区组和开发区给予金杯单位
30万元、银杯单位20万元、铜杯单位10万元奖励，对市直单位和办事处金杯单位15万元、银杯单
位10万元、铜杯5万元奖励。根据郑州市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化
创新爱国卫生工作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考评奖惩方案的通知》开展深化创新爱国卫生工作巩固
国家卫生城市成果考评奖惩活动，计划每月评比一次，设区、开发区组先进单位3个，对区、开
发区先进单位30万元奖励。75万元作为复审工作租车、会务、宣传等工作。

立项依据

依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卫生城市管理办法的通知》（郑政〔2018〕13号）、《郑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卫生城市管理工作考评细则的通知》（郑政办〔2018〕
27号），《郑州市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化创新爱国卫生工作巩固国
家卫生城市成果考评奖惩方案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1.按照郑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目标任务要求，依据《国家卫生城市考核鉴定和监督管理办法》
内容，为进一步巩固提升郑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状况，市爱卫办采取卫生城市管理工作评比措施，
积极促进各级各部门有效落实爱国卫生各项工作，为市民群众营造干净整洁的生活工作环境。
2.从长效机制入手，明确职责和管理的主体，建立并完善各项长效监督和管理机制，将我们的工
作从突击式、运动式管理转到经常性管理、制度化管理上来，从而实现把爱国卫生和卫生城市管
理作为一项长期的、综合的、法定的常态化工作来抓，促进城市卫生管理健康有序开展。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卫生城市管理工作考评细则的通知》（郑政办〔2018〕27
号），建立健全城市卫生管理长效机制，推动健康城市建设，对各区县（市）政府、开发区管委
会，市直成员单位，各办事处（乡镇）实施考核。开展“爱国卫生杯”竞赛活动，每年评选一
次，设金杯5个，银杯10个，铜杯30个，先进集体40个。对县（市）区组和开发区给予金杯单位
30万元、银杯单位20万元、铜杯单位10万元的奖励，对市直单位和办事处金杯单位15万元、银杯
单位10万元、铜杯5万元的奖励。根据郑州市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深化创新爱国卫生工作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考评奖惩方案的通知》开展深化创新爱国卫生工作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考评奖惩活动，每月评比一次，设区、开发区组先进单位3个，对区、开
发区先进单位30万元奖励。75万元作为复审工作租车、会务、宣传等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A.季度“红（黑）旗”评比。对19个市直委局、6个县（市）、10个区（开发区）及210个乡镇办
每季度评比一次，按照考评分值进行综合评分，每月表彰区、开发区组先进单位3个。
B.年度“爱卫杯”竞赛活动。根据当年四个季度的卫生城市管理工作季度先进单位表彰情况，将
各考评单位四个季度的分值汇总后综合评定，得出综合成绩，以郑州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的年度
爱国卫生杯竞赛活动考评结果的通报进行奖励。设金杯5个，银杯10个，铜杯30个，先进集体40
个。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调动各级、各部门开展卫生城市管理工作的积极性，鼓励各级、各部门开展卫生城市长效管理工
作。

年度绩效目标

开展“爱国卫生杯”竞赛活动，每年评选一次，设金杯5个，银杯10个，铜杯20个，先进集体40
个。对县（市）区组和开发区给予金杯单位30万元、银杯单位20万元、铜杯单位10万元的奖励，
对市直单位和办事处金杯单位15万元、银杯单位10万元、铜杯5万元的奖励。开展深化创新爱国
卫生工作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考评奖惩活动，每月评比一次，设区、开发区组先进单位3个，
对区、开发区组先进单位30万元的奖励。75万元作为复审工作租车、会务、宣传等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每月评区、开发区组先进单位数量 =3个

年度“爱国卫生杯”竞赛评比活动
奖杯数

=45个

质量 资金拨付准确率 =100%

时效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区、开发区组先进单位卫生管理
能力提升的影响程度

比较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项目奖励对象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项目评比信息公开性 公开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县级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杨建华 联系人 杨建华

联系电话 67172021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4763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763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4545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4545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在省确定的荥阳市、登封市、中牟县、巩义市4个试点县（市）选择1家政府举办的综合性医院开
展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根据各区县（市）实际情况和国家、省关于县级公立医院
改革进度要求，将我市所有县级公立医院纳入试点范围，实现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覆盖。

立项依据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2
〕95号)，《进一步巩固完善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郑政办〔2013〕37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加快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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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进管理体制、补偿机制等体制机制改革。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进一步巩固完善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郑政办〔2013〕37号）：“医院因药品
零差率销售减少合理收入的20%由财政予以补偿，纳入省补偿范围的（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
省、市、县财政按4:2:4承担；根据县级公立医院核定床位数，给予每床每年不低于5000元的补
贴，市、县（市）财政按照2:8比例承担；经政府医改工作考核前三名分别奖励30，20，10万
元，市县财政5:5配套”。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6月底前100%拨付，其中6月底前100%拨付下达县（市、区）。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完善补偿机制。破除以药补医，取消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加成政策。医院因药品零差率销售减
少的合理收入，80%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补偿，20%由各级财政予以补偿。

年度绩效目标 对6个县（市）15家公立医院补贴，各医院药品零差率销售价格公示率为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项目补贴资金覆盖县市数量 6个

项目补贴资金覆盖公立医院数量 =15家

质量
补贴对象药品零差率销售价格公示
医院率

=100%

时效 资金发放及时率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县级公立医院药品价格投诉事件 =0起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县级公立医院就医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跟踪考核机制完备性 完备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管理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新开行贷款利息项目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晓红 联系人 刘晓红

联系电话 67170827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34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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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为支持我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经国务院批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新开发银行（以
下简称“贷款方”）于2020年3月20日签订的“新开发银行贷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紧急
援助项目”的《贷款协定》（贷款号20CN01）、财政部与河南省人民政府于2020年5月6日签订的
项目的《转贷协议》、河南省财政厅与郑州市人民政府签订的《再转贷协议》，郑州市财政局与
郑州市卫健委员会签订《再转贷协议》，我省获得贷款方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紧急援助贷款，我市
争取贷款资金额度8500万元。贷款期限为30年，含宽限期5年，由政府统借统还。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新开发银行（以下简称“贷款方”）于2020年3月20日签订的“新开发银行贷
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紧急援助项目”的《贷款协定》（贷款号20CN01）、财政部与河南
省人民政府于2020年5月6日签订的项目的《转贷协议》、河南省财政厅与郑州市人民政府签订的
《再转贷协议》，郑州市财政局与郑州市卫健委员会签订《再转贷协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新开发银行贷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紧急援助项目,贷款资金8500万元，贷款转贷期为30
年，含宽限期5年，一年付息两次。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按照国家与新开发银行签订的《贷款协定》有关要求，贷款项目还本付息时间为每年3月和9月，
宽限期内（2020年4月至2025年3月）仅需一年付息两次，宽限期后（2025年4月至2050年3月），
每年分两次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利率为浮动利率（3个月Shibor+55BP），还本付息日为每年3
月15日和9月15日。于2020年6月申请追加第一次利息，以后年度贷款本金和利息纳入预算管理。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分别于3月和9月按时偿还新开发银行贷款利息。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按时偿还新开发银行贷款利息，规范和加强新开发银行贷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紧急援助项目管
理，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年度绩效目标
新按时偿还新开发银行贷款利息，利息经费到位率100%、及时率100%，规范和加强新开发银行贷
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紧急援助项目管理，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贷款项目年度还本付息次数 =2次

贷款项目贷款期限 =30年

质量 贷款项目实施周期 =1年

时效 贷款项目宽限期 =5年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贷款项目资金总额 =8500万元

社会效益 获得贷款单位数量 =5家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获得贷款单位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明确贷款资金使用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贷款资金使用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医养结合工作推进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浩 联系人 张浩

联系电话 86082055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61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61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3627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3627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加强综合性医院老年病科建设。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床位
占比。到2022年，养老机构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比例、医疗机构为老年人
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绿色通道比例均达到100%。

立项依据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2019年医养结合与失能老年人评估指导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豫
卫老龄〔2019〕1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建设郑州健康养老产业实施方案 ( 
2018—2020 年)的通知》（郑政〔2018〕34 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老年医疗护理型床位是面向失能、失智老人照护服务需求，体现基本生活照护功能和与生活密切
相关的医疗护理服务功能的床位设施,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通过控制痛苦和不适症
状，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以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
安详、有尊严地离世。安宁疗护是政府力推的民生工程，有助于提高生命质量，维护人的基本尊
严，满足患者及家属需求，也有助于减少无意义的过度治疗，减少资源浪费，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建设郑州健康养老产业实施方案 ( 2018—2020 年)的通知》（郑
政〔2018〕34 号）：“开展安宁疗护试点。支持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结合机
构和二级以上医院开展安宁疗护服务…到2020 年，建成郑州市中心医院豫欣老年病医院、郑州
市老年病医院、郑州玖桥大桥护理院和郑州欧安乐龄护理院等 4 所老年医院和护理院；各县 
(市、区)选择 1-2 个医疗机构开展安宁疗护服务工作；对于新增设安宁疗护和老年医疗护理型
床位的医疗机构，由市、县 (市、区)两级财政按照 1：1 的比例给予每张床位 9000 元的建设
补贴。”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建设老年医学科18家，增加老年护理床位580张，由市财政给予每张床位9000元的建设补
贴，580×9000/2=261万元。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建立完善医养结合政策体系、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老年人心理健康意识明显增强,心理健康状
况有所改善。推动形成安宁疗护服务体系。

年度绩效目标 新增老年医疗护理型床位580张,每张床位9000元的建设补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计划新增老年医疗护理型床位 =580张

每张床位建设补贴标准 =9000元/张

质量 资金拨付准确率 =100%

时效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新增设老年医疗护理型床位的医
疗机构服务能力的改善或提升程度

比较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补贴对象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项目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医学人才考试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资金

单位编码 057002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王慧荣 联系人 宋佳

联系电话 68973230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3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3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117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117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依据原人事部、卫生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卫生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通知》（人发【2000】
114号）、《关于下发<预防医学、全科医学、药学、护理、其他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
>及<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全科医学、药学、护理、其他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
知》（卫人发【2001】164号）、《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调整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等三项考
试收费标准的通知》（豫卫人【2017】40号）文件要求及河南省人社厅、卫健委有关规定，郑州
市医学人才考试中心负责组织郑州市的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组织工作，包
括考试报名（网报、现场资格审核）、考试组织等工作，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护士执业资格
考试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卫健委共同组织的国家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每年进行一
次，期限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

立项依据

原人事部、卫生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卫生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通知》（人发【2000】
114号）、《关于下发<预防医学、全科医学、药学、护理、其他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
>及<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全科医学、药学、护理、其他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
知》（卫人发【2001】164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取消停止征收和调整有关收费项目
的通知 》（豫政〔2008〕52号），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财政厅《关于降低我省部
分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3〕1346号），《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
财政厅关于核定我省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费标准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3〕1688号）《河南省
卫生计生委关于调整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等三项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豫卫人【2017】
40号）文件规定。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考生报名（网报、现场资格审核）、考试组织工作，
为社会提供合格卫生专业和护士人员，切实保护人民健康。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医学人才考试中心是郑州市唯一一家组织医学类考试的专业机构，具有丰富的考务组织工
作经验，具备承担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资格审查、组织考试工作。具
备相关管理制度及各种应急措施等。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12中旬-2021年1月中旬现场报名（资格审查），考生并通过网上缴费方式进行缴费，2021
年5月中旬组织考试，2021年10月按照文件规定比例，省卫健委预留考试费用、考试中心向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职称处划拨考试费用，向16个区县（市）卫健委划拨考试费用。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组织完成了郑州市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资格审查及组织考试工作。

年度绩效目标
郑州市医学人才考试中心严格按照相关文件和收费许可证批准的项目及标准进行执行，认真组织
考试工作，圆满完成每年考试工作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人次 >30000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人次 >10000

覆盖区域 =100%

质量 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 资金发放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社会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 =100%

环境效益 考试计算机覆盖率 =100%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跟踪反馈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应急预案完备性 完备

配套设施 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信息公开性 公开

其它



郑州儿童医院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创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合作共建资金

单位编码 057013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杜良莉 联系人 孟令雯

联系电话 0371-85515723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3-12-31

项目总金额 70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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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为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侧改革，主动调整医疗资源的结构与布局，2017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
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规划设置，河南省人民政府在全国率先开展心血管、肿瘤、儿
童等6个区域中心建设。其中，确定郑州儿童医院为创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主体单位，并由
郑州市人民政府同北京儿童医院签订托管协议，启动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创建。
2019年，国家启动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建设工作，通过引进优质医疗资源，打造区域医疗中心，在
省域内解决群众疑难病症诊疗，减少异地就医、降低群众负担，推动实现分级诊疗。河南省被列
入全国8个试点省份之一，河南省人民政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合作建设北京儿童
医院郑州医院被列入首批试点项目，启动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建设。2020年10月12日，河
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签约，实行“双主任”制，
借助国家医学中心的良好平台及国内儿科院士及其团队的影响力，通过引平台、引人才、引技术
、引管理，逐步提高郑州儿童医院的管理水平及医疗、教学、科研能力，促进区域内儿科医疗资
源共享，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

立项依据

（1）《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规划的通知》（豫政办
［2016］218号）
（2）《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报送河南省创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实施方案的函》（豫卫医
函［2017］17号）
（3）郑州市人民政府先后签署三份协议：《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州大学合作共建郑州大学附属儿
童医院协议书》《郑州市人民政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关于托管郑州儿童医院合作
协议书》《河南省卫生计生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协议》
（4）《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区域医疗中心试点项目有关事项的通
知》（发改办社会［2020］397号）
（5）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工作会议纪要（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
会议纪要［2019］80号）
（6）河南省人民政府会议纪要（豫政阅［2020］4号）
（7）《河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儿童区域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合作共建国家儿
童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河南分中心协议》
（8）河南省发展改革委［2019］508号《关于引进高水平医疗机构创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进民情
况和下步工作建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一、 我国儿童医疗卫生事业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如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布局不合理；医务人才严
重不足；儿科科研、预防保健等临床研究滞后；儿科诊疗指南开发推广不足等问题，难以适应日
益增长的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二、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签发国卫办医发［2016］31号文件，制定国家儿童医学
中心及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设置规划，牵头整合区域内儿科资源，设置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
。
三、 郑州儿童医院在省内儿科医疗服务能力强，辐射半径辐射面广，医院各重点学科在规模、
设备以及专科水平上均处于中西部领先水平，综合实力和品牌优势日益凸显。
四、 郑州儿童医院通过实施《郑州市人民政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关于托管郑州
儿童医院合作协议书》实现合作共建，大力开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科研及学科团队建设项
目、采购提高诊断救治质量相关设备等工作，必能实现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通过医疗、教学、
科研、管理等水平的不断提升，一定能够达到创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的各项标准。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一、 《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引进国内外知名学科团队管理办法》（郑卫科教
[2017]44号）
二、 《郑州儿童医院青年科研创新人才选拔培养活动实施方案》（郑儿童〔2017〕111号）
三、 《郑州儿童医院科研工作管理规定》（郑儿童〔2016〕22号）
四、 《郑州儿童医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论文、著作管理及奖励规定的补充通知》（郑儿童〔
2018〕56号）
五：《郑州儿童医院柔性引进人才（团队）项目管理办法（试行）》（郑儿童〔2018〕152号）
六、郑儿童[2017]61号文件带教老师补助发放规定的通知
七、郑儿童[2017]162号关于住培学员工资待遇发放规定
八、郑儿童[2018]162号关于印发《郑州儿童医院科研团队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九、郑儿童[2018]143号关于印发《北京儿童医院专家赴北京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工作管理规
定（试行）》的通知

项目实施计划

一、 积极利用北京儿童医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儿科学院士的品牌优势和资源优势，全力支
持打造郑州儿童医院的内涵及品牌，实现统一管理，人才建设、技术引进、平台建设、管理提升
等方面资源共享，促进医院在医教研方面全面提升。
二、 通过加强学科建设，支持11个高层次学科团队工作，柔性引进5个高水平专家，培养指导高
起点的科研人才、重点科研部门、合理布局、整合资源，在区域内有较好的辐射带动能力。具备
相应临床科研能力，将科研成果及时转化到临床应用，开展儿科疑难危重症的诊断与治疗，示范
、推广适宜有效的高水平诊疗技术，引领区域内儿科医学发展和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三、 完善重点实验室基础科研平台建设，引进先进基础平台设备，提升医院整体科研基础平台
的硬件水平，满足专科疾病的诊断救治水平，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率，提升医疗服务技术水平。
促进科研成果产出，提高临床研究转化效率，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四、按照郑州大校硕士研究生管理相关制度、临床医学本科生教学、师资带教和培训相关制度及
通知要求、医院关于高等医学院校毕业实习生临床实习带教和教学活动管理相关制度、国家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管理及师资进行培训相关制度，完成硕士研究生、医学本科生、医学院
校毕业实习生、规培学员、儿科骨干师资相关培训。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充分利用北京儿童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现代化国家儿童
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河南分中心，辐射带动区域儿科事业高质量发展，降低区域患
儿外转率，实现河南“儿童大病不出省”的目标；下一步完善功能布局及软硬件配置，通过优质
资源的输入和科学高效的管理，有针对性的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实现与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北京儿童医院同质化发展。辐射带动区域儿科整体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更好满足区域儿童医疗服
务需求，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河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签约，北京儿童医
院将派驻科主任，实施“双主任制”，借助国家医学中心的良好平台及国内儿科院士及其团队的
影响力，引平台、引人才、引技术、引管理，进一步扩大北京儿童医院优质资源，逐步提高郑州
儿童医院的管理水平及医疗、教学、科研能力，促进区域内儿科医疗资源共享。
    积极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组织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制订河南省
儿童医学中心建设方案，按照相应的职责任务开展工作，建成区域高水平儿科临床诊疗中心、高
层次儿科人才培养基地、高水准的科研创新和转化平台，降低区域患儿外转率，积极推进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实现“儿童大病不出省”目标。
    推动中南六省优质儿科医疗资源整合重组，构建“布局合理、规模适当、层级优化、职责明
晰、功能完善”的区域儿童医疗服务体系。医教研管防等方面能力全面提升，团结凝聚全省儿科
力量，儿科医疗联盟惠及基层，不断提升医院影响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引进知名团队 ≥3个&&≤5个

获批各类科研项目 ≥10

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800篇

年完成介入手术病例数 ≥1000例

年完成微创手术病例数 ≥2000例

年核心技术病例数占总手术病例数
比例

≥20%

完成医学本科生带教 ≥400人

研究生培养 ≥20人

住培学员 ≥50人

义诊 ≥110场次

培训 ≥112场次

北京专家来院指导 ≥350人次

北京专家来院坐诊就诊人次 ≥1600人次

质量
团队是否定期到医院进行指导 是

科研项目是否获得审批 是

时效 依据协议支付时效 按时

成本 每年北京儿童医院管理费 =2000万元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疑难危重症的总体治愈好转率 ≥80%

区域患儿外转率 下降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病人满意度 ≥95%

义诊单位满意度 ≥95%

培训单位满意度 ≥95%

咨询电话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河南儿科医疗联盟工作持续性 持续开展

96995综合调度服务中心工作持续性 持续开展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计划生育服务资金

单位编码 057014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爱珍 联系人 张宁

联系电话 63881526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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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根据郑编办〔2007〕114号文件，郑州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核定46名编制，2017年机构改革，郑
州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改为郑州市卫生计生考试中心，根据郑编办〔2017〕114号文件，市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划转31名编制及人员至郑州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原中心履行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技术服务、优生指导、药具发放、信息质询、随访服务、生殖保健和人员培训等职能任务，由市
妇幼保健院承担，根据郑编办〔2017〕164号文件，该院于2018年3月加挂牌子，成立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部，为女性提供全面优质的临床医疗、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康复调查、生育咨询、健康
体检等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
2016年郑州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财政补助金额880.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559.75万元、运转经费
213.32万元、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专项资金107.63万元。2017年至今市妇幼保健院自筹资金补贴此
项工作。郑州市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部成立于2018年3月，依托医院强大的妇女生殖健
康服务实力，以保健为中心，以保障生殖健康为目的，以个性化服务、主动式态度、全新化模式
、专业化诊疗、数字网络化平台为女性提供全面优质的临床医疗、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康复调
查、生育咨询、健康体检等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

立项依据

1、《关于优化整合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的指导意见》国卫妇幼发【2013】44号
2、郑编办【2007】114号、郑编办【2017】164号
3、《河南省卫生计生委 河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优化整合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资源的实施意见》豫卫发【2017】4号中：“完善财政投入机制，所需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
业务经费根据人员编制、经费标准、服务任务完成及考核情况由政府预算全额安排”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成立于1953年，现已成为一所集医疗、保健、科研、教学、康复、预防为
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幼保健专科医院。为保障全市妇女儿童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提高妇女儿童的
素质和健康水平，强化政府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基本职能，我市应进一步加大对妇女儿童预防
保健和医疗服务的投入，扩大我市妇幼保健机构规模，提升档次、品位和服务能力，促进全市妇
女儿童医疗保健事业的快速发展。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规章制度保健篇》

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部认真履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优生指导、药具发放、信息质询、
随访服务、生殖保健和人员培训等职能任务，对十区六县技术人员进行调研、定期培训、考核、
督导及组织技能大比武活动，并对辖区妇女进行免费上环、取环、放置或取出皮下埋植技术、输
卵管绝育术、输卵管吻合术、输精管绝育术及输精管吻合术及术前检查，以及免费发放避孕药具
等。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提高人口素质、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年度绩效目标
提高计划生育服务水平。全面落实免费避孕节育技术服务。提高避孕措施安全性、有效性，减少
非意愿妊娠。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监管，规范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管理，开展计划生育药具不良
反应监测，维护育龄群众身心健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长效落实避孕率 ≥10%

辖区授课 ≥10次

质量 PAC候诊宣教覆盖率 ≥70%

时效
流产后3个月随访率 ≥60%

流产后1个月随访率 ≥8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高效避孕方法立即落实率 ≥6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医护持证上岗率 =100%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到位率 =100%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疾病监测和疫苗规范化管理项目资金

单位编码 057015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王松强 联系人 欧玉军

联系电话 67135318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3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3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3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市开启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新征程以来，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心城区面积不断扩大、人口
不断增多，我市传染病疫情防控形势因此日趋严峻，同时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出血热等新发
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依然威胁着人民群众健康，食品、饮用水安全等问题依旧不容乐观。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之后，指导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做好防护，抓实抓细常态
化疫情防控工作，更是成为中心工作的重中之重。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全社会
对疫苗安全的广泛关注。为建立完善疫苗规范化管理机制，确保疫苗安全，为全市人民筑牢健康
屏障，市疾控中心申请设立疾病监测和疫苗规范化管理项目。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年修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预防接
种工作规范（2016）版》、《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2015年版)、国办发〔2017〕5号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信
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通过该项目的研究与实践，探索传染病特别是近年来新发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病预防控制的新模
式，实现全民健康管理，以达到人民群众少得病或不得病的目标；同时，通过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中心疫苗的全时段全方位精细化管理，为全市人民健康提供更加安全放心的疫苗和一流的免疫接
种服务；为中心实验室提供安全高效的试剂耗材，进而为全面开展疾病监测工作提供有力技术支
撑。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1-12月按照计划支出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扎实推进疾病监测和疫苗规范化管理工作，为全市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年度绩效目标
疾病监测样品数量10000份，病媒监测样本量5000份，传染病报告率100%，检验设备达标率≥
90%，检验设备正常运行率≥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疾病监样品数量 =10000

病媒监测样本量 =5000份

传染病报告率 =100%

质量
检验设备正常运行率 ≥95%

检验设备达标率 ≥9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我市疾控体系能力情况 不断完善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相关部门满意度 ≥85%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保障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正常运转 正常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院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职业病预防控制资金

单位编码 057016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牛心华、顾春晓 联系人 吴毅青

联系电话 13373904222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6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6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为落实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国家对相关职能
进行了调整，出台了许多改革方案和措施，明确了卫生行政部门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监管职能，
提出了加强职业病防治技术机构建设，形成以国家级机构为龙头，地方机构为主体，第三方社会
服务机构为补充新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为充分发挥政府举办的职业病防治机构技术支撑作
用，凸显公益性，2017年取消了卫生检测费、取消了预防性体检费；2019年要求各地指定机构负
责本辖区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管理工作。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我院主要职能为
预防控制职业病，主要开展全市重点职业病监测和专项调查，开展职业病防治技术质量控制工
作，开展职业健康风险评估，研究提出职业病防治对策，开展职业病健康体检，职业病诊断，新
改扩建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控制效果评价、现状评价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
检测，医疗设备放射防护预评价、控制效果评价和日常检测与评价，机动车驾驶员体检工作，开
展基层单位技术指导、业务培训，健康教育宣传承担着全市突发职业中毒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是
全市的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中心。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对职业健康的需求不断增长，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也将不
断增加，职业健康技术服务的质量问题将愈来愈重要。郑州市现有职业健康体检机构28家，职业
病危害检测机构18家，职业病诊断机构3家。为加强职业病防治技术服务机构的质量管理，使郑
州市劳动者享受到高质量的、放心的职业健康服务，郑州市卫健委今年3月下发《郑州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成立职业病防治技术质量控制中心的通知》，依托我院成立全国首家职业病防治技
术质量控制中心。2019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的通
知》（国卫办职健函〔2019〕494号）文件指出“指定机构负责本辖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质量
控制管理工作，明确其职责和工作要求，保障其必要的工作经费”，要求各地设立职业病防治技
术质量控制中心，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工作将成为职业病防治的重要工作。根据国家、省、市
关于加强职业病防治技术质量控制要求，结合我市职业病防治工作实际，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制定
了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技术质量控制方案，按照要求我院每年将对全市开展职业健康服务的技术机
构检查考核，并对全市职业病危害因素严重的企业和重点人群进行抽样调查，收集第一手数据，
一是可用于复核第三方机构的监测、体检数据，作为质量考核的客观依据，二是通过数据分析，
用于开展全市职业健康风险评估，为政府决策职业病防治方案提供技术支持。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形势依然严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郑州市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严重的
企业1万余家，重点人群40余万人。根据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技术质量控制方案，按照每年需要抽
查1%重点企业和1%重点人群的比例，我院每年需要在全市各县市区抽查检测90家职业病危害因素
严重的企业、20家放射医疗卫生机构；抽查监测1500名放射人员个人剂量；抽查体检接触有毒有
害人员4000人，体检放射人员500人。
由于我院是全供事业单位，收支两条线，自2017年我院按照“财税〔2017〕20号”文件规定取消
卫生检测费和预防性体检费，2019年几乎没有收入。2020年是全国尘肺病防治攻坚的最后一年，
也是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年，为确保全面完成我市职业病防治十三五规划和尘肺病防治行动攻坚方
案，保障我市职业病防治工作顺利开展，特申请职业病防治技术质量控制工作经费495.3万元，
并纳入每年专项工作经费预算管理。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7年11月4日修改）、《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函【2019】494号）、《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
（2016-2020）》《国家卫计委关于印发2017年重点职业病监测和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方案的
通知》（国卫疾控职放便函）[2017]21号）、《河南省卫计委关于印发2017年全省职业病防治项
目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卫疾控[2017]26号）和郑州市重点职业病防治项目。卫生部《放射诊疗
管理规定》，卫生部《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通过对全市职业病危害因素严重的企业和重点人群进行抽样调查，收集第一手数据，一是可用于
复核第三方机构的监测、体检数据，作为质量考核的客观依据，二是通过数据分析，用于开展职
业健康风险评估，掌握我市的放射诊疗机构设备的使用现状，有效的评估放射工作场所的安全风
险指数，及时监控重点放射工作人群的受照剂量，控制放射性职业病的发生，为政府决策职业病
防治方案提供技术支持。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及相关作业指导书。

项目实施计划

1．选择拟进行监测的企业，年度3月底
2.对部分选定的企业劳动者进行走访，年度6月底
3.项目公告公示及招投标：对部分选定的企业重点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监测，年度7月初至
年度9月底
4.对本年度的工作进行总结、补充，年度10月至年底。5.放射诊疗场所检测100家。放射诊疗设
备设备200台。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20家。放射工作单位提供个人剂量监测技术服务
=1500人、6千人次。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1、根据国家、省、市关于加强职业病防治技术质量控制要求，对全市开展职业健康服务的技术
机构检查考核，并对全市重点行业重点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调查走访，对重点行业重点岗位
接触职业病危害危害的劳动者了解职业病危害防治知识情况进行调查，对部分行业和岗位进行职
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2、对我市重点放射诊疗机构的放射诊疗设备进行影像质量控制监测、对放射工作场所定期进行
放射防护检测，对重点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进行预评价和控制效果评价，对重点放射工作
单位进行个人剂量监测。
3.选择有代表性的职业病危害严重企业，重点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覆盖率90%以上。
4.对重点放射诊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设备质量控制性能检测、工作场所防护性能检测、放射工作
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等工作，可以掌握我市的放射诊疗机构设备
的使用现状，有效的评估放射工作场所的安全风险指数，及时监控重点放射工作人群的受照剂
量，控制放射性职业病的发生，为政府提供相关的决策依据。重点职业病监测，促进职业健康检
查风险评估，监测我市重点职业病危害基本情况及危害现状，降低重点职业病发病率，为政府出
台职业病防治工作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年度绩效目标

2021年预算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投入和管理目标
对我市部分重点行业、重点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监测，收集相关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人
群职业健康检查资料和数据；对重点放射诊疗机构的放射诊疗设备进行影像质量控制监测、对放
射工作场所定期进行放射防护检测，对重点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进行预评价和控制效果评
价，对重点放射工作单位进行个人剂量监测。
（2）产出目标
放射诊疗场所检测=100家。放射诊疗设备设备=200台。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20家。
放射工作单位提供个人剂量监测技术服务=1500人、6千人次。职业病发病率降低≥5%。重点职业
病调查、培训、监测任务完成=100%。
（3）效果目标
政府采购国产设备率≥80%。仪器设备计量认证=达标。监测数据科学真实=达标。
（4）影响力目标
对重点放射诊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设备质量控制性能检测、工作场所防护性能检测、放射工作人
员个人剂量监测、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等工作，可以掌握我市的放射诊疗机构设备的
使用现状，有效的评估放射工作场所的安全风险指数，及时监控重点放射工作人群的受照剂量，
控制放射性职业病的发生，为政府提供相关的决策依据。重点职业病监测，促进职业健康检查风
险评估，监测我市重点职业病危害基本情况及危害现状，降低重点职业病发病率，为政府出台职
业病防治工作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职业病危害因素用人单位、医疗卫
生机构放射防护监测覆盖区域、单
位数量

全市10区6县市

职业健康体检人次 ≥6000

质量 完成合格率 =100%

时效 职业健康体检达标率 ≥95%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有毒有害作业 人员投诉率 <5%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职业病 危害企业和重点人群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高效数据分析 =100%

检测评价机构与职业健康体检机构
宣教覆盖人次

≥1000

人力资源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应急预案完备性 完备

配套设施 职业健康体检人员档案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信息公开性 公开

其它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全民急救技能普及项目资金

单位编码 057022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王超 联系人 王超

联系电话 13937167924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对全市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群体等单位开展急救技能培训，充分掌握急救技能，提
高急救成功率，使其享有平等的基本卫生服务

立项依据

《郑州市社会急救医疗条例》第九条紧急医疗救援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六）宣传社会急救
医疗知识，对各类专业性救护组织和社会性救护组织进行业务指导。第十三条机场、车站、地铁
、大型商场、风景名胜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矿山、建筑施工企业及其他大型工业企业应当建立救
护组织，配置必要的急救药品和器械，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急救技能培训。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规范》，组织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急救站开展实施全民急救
技能普及服务项目。对全市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群体等单位开展急救技能培训，充
分掌握急救技能，提高急救成功率，使其享有平等的基本卫生服务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社会急救医疗条例》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4月申请资金到位，6月份完成模拟人等培训设备招投标，7月份完成设备采购及资金支付
180万元，8月份开始实施培训计划，2021年计划完成1200人次。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对全市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群体等单位开展急救技能培训，充分掌握急救技能，计
划3年培训3600人次。

年度绩效目标
对全市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群体等单位开展急救技能培训，充分掌握急救技能，
2021年计划培训1200人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培训学员 ≥3000人

质量 急救技能完成度 =1

时效 财政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培训点数量 =40个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培训满意率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新投入导师数 =50个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保健委员会健康管理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医疗保健专项经费

单位编码 057023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王秀玲 联系人 杜文献

联系电话 67888603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76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76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515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515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市保健委健管中心承担全市副地级以上及享受副地级医疗保健待遇人员的医疗保健和健
康管理工作，医疗保健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完成符合医疗待遇人员的日常医疗保健、预防管理、医
疗保健业务保障及信息化管理平台的构建等工作。

立项依据

    根据市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党政联席会议纪要》的通知（郑办文〔2009〕31号）精神，为
不断完善我市公务员医疗保健制度，有效保障公务员队伍的身心健康，逐步建立我市分层分类公
务员医疗保健制度。会议对连续担任市直部门正职8年以上的在职领导干部和同职级退休人员享
受医疗保健待遇问题进行了界定，并规定此项工作由市委组织部按照市委的规定进行审批，市保
健办负责具体实施。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根据市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党政联席会议纪要》的通知（郑办文〔2009〕31号）精神，为
不断完善我市公务员医疗保健制度，有效保障公务员队伍的身心健康，逐步建立我市分层分类公
务员医疗保健制度，为市领导干部的健康管理做出经常性、持续性的医疗保健工作，切实把领导
干部的身心健康当作一项政治工作来做，从另一方面为郑州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1.印发《郑州市干部医疗保健经费管理实施办法（暂行）》（郑保委〔2006〕2号）
2.采购配备领导干部医疗就诊专用软件
3.完善健全领导干部医疗档案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1.项目实施计划的编制和上报：2020年10月底前
2.按计划和支付进度要求完成项目资金的支付工作：2021年1－12月份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在郑州市保健委的领导下，市保健委健管中心加大对领导干部保健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提
高管理水平、医技水平和服务质量，统筹安排领导干部医疗专项经费，规范经费使用、报销管理
规定，按计划执行项目实施进度。确保领导干部身心健康，持续为郑州市领导干部的健康管理工
作保驾护航。

年度绩效目标
    提高领导干部医疗保健工作服务质量，增强领导干部身心健康水平,确保领导干部医疗保健
专项经费正确、合理使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制度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服务保障保健对象人次 >500人

培训次数、达标率 ≥3次

质量 日常就诊完成率 =100%

时效 费用报销及时率 ≥98%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干部保健康健管理完成率 =10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8%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跟踪反馈机制健全性 健全

宣教覆盖人次 >500人次

人力资源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应急管理预案机制 健全

配套设施
档案管理制度 健全

就诊软硬件设备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第一按摩医院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新院房租补助资金

单位编码 057030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贾成浩 联系人 陈萍萍

联系电话 6622378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38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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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全院建筑面积共3800平方米，医院前门诊楼营业面积2300平方米，现监测为危房无法继续使用。
仅剩1500平方米可以正常使用，院内现有病床156张，如前楼停止使用远远无法满足正常运行。
现新租赁延伸服务点,租赁主要是用于开展门诊部、住院部、儿康科、中医康复科、理疗、针灸
科，扩大医疗业务面积，改善医疗环境。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 

立项依据

全院建筑面积共3800平方米，医院前门诊楼营业面积2300平方米，现监测为危房无法继续使用。
仅剩1500平方米可以正常使用，院内现有病床156张，如前楼停止使用远远无法满足正常运行。
租赁主要是用于开展门诊部、住院部、儿康科、中医康复科、理疗、针灸科，扩大医疗业务面
积，改善医疗环境。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全院建筑面积共3800平方米，医院前门诊楼营业面积2300平方米，现监测为危房无法继续使用。
仅剩1500平方米可以正常使用，院内现有病床156张，如前楼停止使用远远无法满足正常运行。
现新院面积为4500平方米，整体占地面积3.3亩，开放100张床位。租赁主要是用于开展门诊部、
住院部、儿康科、中医康复科、理疗、针灸科，扩大医疗业务面积，改善医疗环境。能更好的为
患者服务，提高社会效益。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新院面积4500平方米，整体占地面积3.3亩，开展门诊部、住院部、儿康科、中医康复科、理疗
、针灸科，开放100张床位（儿康及中医康复）签订租赁合同。

项目实施计划 新院房租项目资金下达后按合同支付。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医疗业务租赁面积为4500平方米，整体占地面积3.3亩，可开放100张床位*0.7万元*12个月=840
万。租赁主要是用于开展门诊部、住院部、儿康科、中医康复科、理疗、针灸科扩大医疗业务面
积，改善医疗环境。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

年度绩效目标
医疗业务租赁面积为4500平方米，整体占地面积3.3亩，可开放100张床位*0.7万元*12个月=840
万。租赁主要是用于开展门诊部、住院部、儿康科、中医康复科、理疗、针灸科扩大医疗业务面
积，改善医疗环境。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与目标管理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新院面积 4500平方米

质量 医疗环境优等率 ≥96%

时效 租赁完成及时性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供更好的就医环境 满意

环境效益 符合医疗机构环境 ≥96%

满意度 对象满意度 满意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跟踪反馈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第一按摩医院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信息化系统补助资金

单位编码 057030 资金用途 信息化工程

项目负责人 贾成浩 联系人 陈萍萍

联系电话 6622378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318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1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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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1、康复信息化诊疗平台建设1套198万，是医院信息化向精细化、细致化、规范化、分级诊疗方
向发展。建立精细化、规范化信息系统形成医、治、护全面闭环管理，从而真正实现符合国家大
健康发展规划的康复信息化管理。建立分层级、分阶段的康复医疗服务体系，逐步实现患者在综
合医院与康复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间的分级医疗、双向转诊业务。
2、成本核算系统120万，规范医院成本核算管理，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促进医院高
质量发展。

立项依据

1、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医院信息平台应用功能指引》的指示，结合国家十三五规划对大健康发展
的要求，未来医院信息化应向精细化、细致化、规范化、分级诊疗方向发展。                                                                   
2、根据郑卫财务【2020】26号实行成本核算是国家财政、卫健等部门的明确要求，也是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和现代化管理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1、康复信息化诊疗平台功能强大，能为康复医学科发展、规范儿童康复诊疗体系提供科学的依
据，大大提高医院的设备利用率，降低人员工作量。
2、强化医院成本核算经济管理，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有效控制盲目扩张、提高运行效益，实现
一体化信息管理，推动公立医院动力变革，效率变革。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康复信息化诊疗平台是根据医疗相关规范，明确目标任务，完善管理措施的康复信息化管理。
成本核算是为了加强成本核算人员培养、医疗团队诊疗水平，提升工作质量。

项目实施计划 资金下达后，该项目进行政府采购购置，2021年10月底前完成.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1、推进以电子康复档案、康复病历、康复评估及治疗、康复疗效质控、绩效管理、家庭康复指
导、随访、远程康复医疗、双向分级转诊、三级康复网络、远程会诊等为切入点，以实现区域内
康复信息化资源共享、康复医疗服务资源整合、康复医疗保障、均衡和带动区域康复技术水平和
综合信息化管理为重点的信息化战略。                                                           
2、建立健全医院全成本核算体系，规范开展工作。

年度绩效目标

1、推进以电子康复档案、康复病历、康复评估及治疗、康复疗效质控、绩效管理、家庭康复指
导、随访、远程康复医疗、双向分级转诊、三级康复网络、远程会诊等为切入点，以实现区域内
康复信息化资源共享、康复医疗服务资源整合、康复医疗保障、均衡和带动区域康复技术水平和
综合信息化管理为重点的信息化战略。               2、推动公立医院实现“三个转变、三个
提高”（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型转向质量效益型，提高质量；运营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管
理，提高效率；资源配置从注重增加物质要素转向人力资源发展，提高待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

供应商资质符合程度 完备

监理规范性 规范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系统运维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覆盖区域 全院

培训次数、达标率 20次、达标

质量 信息质量 优等

时效 信息数据完成率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象投诉率 =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对象满意度 ≥96%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跟踪反馈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信息公开性 公开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