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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江汉大学附属医院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江汉大学附属医院(武汉市第六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

科研、预防、保健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三级教学医院，医院技

术力量雄厚，医院学科门类齐全，全院开放床位 1,200张，设有

临床科室 34 个，医技科室 12 个，临床教研室 14 个，其中老年

病科为湖北省、武汉市两级临床重点专科。医院承担江汉大学临

床医学和临床见习、实习任务，是临床医学本科生、研究生、博

士生教学基地、住院医师规培基地。近三年来获得国家、省、市

科研项目近 100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纳入 2021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为江汉大学附属

医院。 

三、部门人员构成 

江汉大学附属医院总编制人数 530 人，其中：事业编制 530

人。在职实有人数 480人，其中：事业编制 480人。 

离退休人员 340人，其中：离休 2 人，退休 3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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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江汉大学附属医院 2021 年部门预算表 
 

表 1.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表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表 3.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表 4.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表 5.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表 6.收支总体情况表 

表 7.收入总体情况表 

表 8.支出总体情况表 

表 9.项目支出情况表 

表 10.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表 

表 11.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支出情况表 

表 12.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表 13.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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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江汉大学附属医院 2021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19,793 万元。收入包括：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 19,793万元、上年结转 0万元；政府性

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 0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 0万元、上年结转 0万元。支出包括：

基本支出 3,735.1 万元，项目支出 16,057.9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19,793万元。其中：本年预

算 19,793万元，比 2020年预算增加 7,484.04万元，增长 60.8%，

主要是增加大型临床教学医疗设备投入等。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 3,735.1 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工资福利

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 

(二)项目支出 16,057.9万元，其中： 

高等教育 16,057.9万元，主要用于人才引进及培养、老年医

学中心建设、医疗设备及耗材购置等。 

三、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安排情况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3,735.1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3,687.06 万元，包括： 

工资福利支出 2,249.8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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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437.26 万元，主要用于：离休费、

医疗费补助、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等。 

(二)公用经费 48.04 万元，主要用于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安排情况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0 万元，

与 2020年相等。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1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支出。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1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 

七、收支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江汉大学附属医院部分收入和支出纳

入部门预算管理。 

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支出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2021 年收支总预算 19,793 万元。比 2020 年预算增加

7,484.04 万元，增长 60.8%，主要是增加大型临床教学医疗设

备投入等。 

八、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21年收入预算 19,79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收入 19,793万元，占 100%。 

九、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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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支出预算 19,79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3,735.1万

元，占 18.87%;项目支出 16,057.9 万元，占 81.13%。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2021年无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的支出。 

(二)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1年政府采购预算支出合计 14,788.05 万元。包括：货物类

13,938.05万元，服务类 850万元。 

(三)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排情况 

2021年无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安排的支出。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占有使用国有资产 71,034.08

万元，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主要实物资产为：房屋

63,466.68 平方米，一般公务用车 5 辆，单价 100 万元(含)以

上专用设备 68 台(套)。2020 年新增国有资产 18,366.69 万元，

主要为：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算机软件等；减少国有资产

191.47 万元，主要为：通用设备。 

(五)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1 年，预算支出全部纳入绩效管理。按照优先保障优秀

项目、督促改进一般项目、调整交叉重复项目的原则，设置了部

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1个一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涉及一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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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预算本年财政拨款 19,79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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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

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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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四)本部门使用的主要支出功能分类科目(项级)：如： 

1.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高等教育（项）：反映各

部门举办的普通本科（包括研究生）教育支出。政府各部门对社

会组织等举办的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包括研究生）的资助，如：

捐赠、补贴等，也在本科目中反映。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

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

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4.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

疗（项）：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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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5.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其他行政事

业单位医疗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用于行政事

业单位医疗方面的支出。 

6.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

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含离退休人

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

休）、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

房的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