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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概况



一、职能简介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为省中医药管理局直属的三级

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目前拥有一院三区格局，编制床位

1400张。医院以人民身体健康为服务宗旨，提供诊疗保健服

务，使用传统的中医、中药及现代医学方法为伤病员提供临

床诊治，并结合临床开展医学科学研究。

二、2023年重点工作

奋楫正当时，扬帆再出发！2023年，医院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

中西医并重，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助力国家中医药综合改

革示范区建设，重点围绕以下十个方面开展工作：1、深入

践行“建制式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办院模式；2、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确保高新医院一期竣工验收投用，二期开工建

设，力争主体结构封顶；3、持续健全中西医多学科联合会

诊机制，逐步开展多学科诊疗；4、积极开展中西医结合“旗

舰”科室建设，重点打造体检中心，研究制定中西医结合优

势病种 1-2个；5、持续支持国家级重点学科和国家级重点专

科、省级重点专科建设，探索建立中医经典病房，研发特色

院内制剂 1-2个；6、提升中医药重大疫情防治与急诊急救能

力，进一步改造完善发热门诊基础设置，建设可转换传染病

区，做好相关应急预案，加强急诊急救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开展中医紧急医学救援队的人员选拔与组建，积极承担国

家、省、市医疗应急救援任务；7、提升中医药亚健康“治



未病”能力和中医药康复服务能力；8、依托四川省中医药

科学院科研优势，四川省亚健康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推进研

究型医院建设，培育高质量科研创新成果；9、积极开展中

医药对外合作与交流项目，抓住“一带一路”、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和“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略，助推中医药

文化传播；10、力争建立“5G+医疗健康”远程应用体系，

建设智慧中医医院，发展“互联网+”中医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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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023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所有收入

和支出均纳入单位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上年结转；支出包括：教育支

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债务还本支出、债务利息支出。四川省中西

医结合医院 2023 年收支预算总数 63119.72 万元,比 2022 年

收支预算总数减少 5729.41万元，主要原因是高新医院一期

工程基建项目和高新医院设备购置资金减少。

（一）收入预算情况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023年收入预算 63119.72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 11246.07 万元，占 17.82%；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1769.63万元，占 2.8%；事业收入 50004.02万元，

占 79.22%；其他收入 100万元，占 0.16%。

（二）支出预算情况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023年支出预算 63119.72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 22632.39万元，占 35.86%；项目支出 40487.33

万元，占 64.14%。

二、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023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

3015.7万元,比 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减少 11728.28

万元，主要原因是中央基建项目经费减少。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769.63万元、



上年结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246.07万元；支出包括：

教育支出 247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93.25万元、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81.58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2593.87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1769.63万元，比 2022年预算数减少 12123.44万元，主要原

因是中央基建项目经费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教育支出 247万元，占 13.96%；科学技术支出 30万元，

占 1.6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1.58万元，占 4.61%；卫生

健康支出 1411.05万元，占 79.74%。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2023

年预算数为 247万元，主要用于医院规培学员补助及教学实

践活动，提高规培人员医疗水平。

2.科学技术（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科学技

术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 30万元，主要用于科研课题

研究，提高科研人员参与科研项目能力，提升医院科研水平。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

81.58 万元，主要用于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

养老保险费支出。

4.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中医（民族）医



院（项）2023年预算数为 940.54万元，主要用于购置药品、

设备等支出，促进医院事业发展。

5.卫生健康支出（类）中医药（款）中医（民族医）药

专项（项）2023 年预算数为 115.27 万元，主要用于医院规

培学员补助及教学实践活动、高新医院二期、医院修缮等支

出，提高规培人员医疗水平，促进医院事业发展。

6.卫生健康支出（类）其他卫生健康支出（款）其他卫

生健康支出（项）2023 年预算数为 355.24 万元，主要用于

高新医院一期、病区修缮等支出，促进医院事业发展。

四、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81.58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81.58万元，主要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公用经费 0万元。

五、“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023 年没有使用财政拨款安排

“三公”经费预算。

（一）公务接待费与 2022 年预算持平。均未使用财政

拨款安排。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与 2022 年预算持平。

均未使用财政拨款安排。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 8辆（自有资金保障），其中：轿车

1 辆，旅行车（含商务车）1 辆，越野车 0 辆，大型客、货

车 0辆，其他车辆 6辆。



2023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拟购置公务用车 0

辆，其中：轿车 0 辆，旅行车（含商务车）0 辆，越野车 0

辆，大型客、货车 0辆。

2023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万元。

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023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说明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023 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八、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为事业单位，按规定未使用机关

运行的相关科目。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3 年，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10935.98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8145.25万元；政

府采购工程预算 783.06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2007.67万

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共有车辆 8 辆

（自有资金保障），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0辆、定向

保障用车 0辆、执法执勤用车 0辆、其他用车 8辆。单位价

值 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9台（套）。



2023年单位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安排大型设备购置经

费 4948万元，购置MRI、DSA、CT等大型设备 6台（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

2023 年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

目 21 个，涉及预算 61873.65 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 5 个，

涉及预算 17672.19 万元；运转类项目 4 个，涉及预算

25085.64 万元；特定目标类项目 12 个，涉及预算 19115.82

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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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

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四）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

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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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支出科目

（一）教育支出（类）：反映用于政府教育事务方面的

支出。

进修及培训（款）：反映用于教师进修及干部培训等方

面的支出。

培训支出（项）：反映用于培训的支出。

（二）科学技术支出（类）：反映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

支出。

基础研究（款）：反映从事基础研究、近期无法取得实

用价值的应用研究机构的支出、专项科学研究支出，以及重

点实验室、重大科学工程的支出。

专项基础科研（项）：反映用于专项基础科研方面的支



出。

科技重大项目（款）：反映从事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

划方面的支出。

重点研发支出（项）：反映用于重点研发计划方面的支

出。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反映从事其他科学技术方面

的支出。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项）：反映用于其他科学技术方面

的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反映政府在社会保

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反映用于行政事业单位

养老方面的支出。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反映机关

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支

出。

（四）卫生健康支出（类）：反映政府卫生健康方面的

支出。

公立医院（款）：反映公立医院方面的支出。

中医（民族）医院（项）：反映卫生、中医部门所属的

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的支出。

公共卫生（款）：反映公共卫生支出。

其他公共卫生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

用于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



中医药（款）：反映中医药方面的支出。

中医（民族医）药专项（项）：反映中医（民族医）药

方面的专项支出。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款）：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

于卫生健康方面的支出。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

于卫生健康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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