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2019 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暨云南省红十字会医院始建于 1928年，

原名万国红十字会昆明分会医院，1938 年抗战期间作为南迁来

昆的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部教学医院。医院秉承“人道、博爱、奉

献”的传统，以“关爱生命，患者至上”为医院的宗旨和核心价

值追求，定位于“服务优质、特色鲜明、专长突出、综合全面”，

现已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健康保健为一体的省级现代

化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二）机构设置情况 

医院学科设置齐全，共有 52 个临床医技科室，现有普通外

科、康复医学科 2 个国家级临床重点建设专科建设项目。我院是

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目前有 4 个国家级培训基地（国家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国家全科医师临床培训基地、内镜与微创

医学消化科培训基地、冠心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基地）；6 个省级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眼科、内分泌科、重症医学科、骨科〈创

伤外科〉、神经外科、产科）；2 个省院共建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

目（消化内镜专业、血管外科）；2 个省级重点专科培育项目（疼

痛科、口腔正畸科）；4 个云南省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云南省眼科

疾病诊疗质量控制中心、云南省康复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云南省

疼痛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云南省健康体检质量控制中心）；4 个云



 

南省专家工作站(超声医学的胡兵专家工作站、干细胞研究的徐

俊专家工作站、眼科学的姚克专家工作站、肝胆胰外科的王曙光

专家工作站)；8 个省级临床中心和基地（云南省干部体检中心、

云南省远程医疗会诊中心、云南省中毒临床救治基地、云南省中

西医结合第二临床研究基地、云南省腹部外科中心、云南省消化

超声内镜中心、云南省血管外科中心、云南省创伤救治中心）。 

医院现有 2 个云南省科技创新团队（病毒性肝炎及相关肝病

省创新团队、云南省白内障及眼底病防治研究创新团队）；1 个云

南省重点实验室（云南省眼病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设有中国

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医学联合实验

室；5 个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内设研究机构（云南省眼科研究所、

云南省病毒性肝炎研究中心、云南省牙病防治研究中心、云南省

神经康复研究中心、云南省腹部微创外科研究中心）。 

（三）重点工作概述 

对口支援工作：2018 年共派出 7 支共 32 人的医疗队到各

授援医院工作，共接诊门急诊患者 19549 人次、诊疗住院患者

12868 人次、手术/操作 1191 台次、会诊 515 人次、教学培训

35 人次、免费接受进修 155 人次、指导基层开展适宜技术 31

项。 

履行公益职责：2018 年组织开展了“台湾专家医师义诊团

云南行”、“公共卫生服务宣传月义诊”、“德钦县拖顶乡对建档立

卡户及普通村民开展巡诊和义诊活动”、“2018 年中国（昆明）

大健康产业博览会”等义诊和公益活动，受益群众近千人。医院



 

荣获国家卫生计生委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第四次全国口腔健

康流行病调查“艰苦奋斗奖”。 

援外工作：2018 年组派医疗队赴缅甸、老挝卫生部眼科中

心实施“光明行”活动，共为 539 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了手

术，手术成功率 100%。 

医改工作：落实互联网+医疗工作。门诊医生工作站上线了

省、市医保中心要求的事前审核系统，基本完成了与省健康平台

的接口开发工作。与腾讯公司成功签订云南省首家“人工智能医

学示范基地”。医院在 “云南医改”、“云南医师”、“云南医院”

等联合公布的 2018 年云南省医院年度荣誉数量前 10 强榜单中

位列第三。 

医联体工作：推进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红会医联体”建设

和发展。2018 年，共有 6 个专科联盟，新增生殖医学专科联盟， 

88 家医联体。继续部署红会医联体可移动可视远程会诊系统，

组织远程会诊 400 余次。 

卫生应急救治工作：经中国红十字总会批准，云南省红十字

会依托医院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云南）医疗救援队”，并纳入国

家级红十字救援队伍统筹建设、发展和管理。 

健康扶贫工作：选派 2 名临床医生到奔子栏镇卫生院进行指

导帮扶，免费接收奔子栏镇卫生院医护人员到我院进修学习。 

医疗业务工作：进一步加强医疗质量建设，筑牢安全底线。

以三级医生管理为抓手，强化对科室医疗质量的监督和考核。进

一步强化危急值报告过程和处置结果管理。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工作：医院普通外科和康复医学科通过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验收；通过了云南省卫健委组织的 2015-

2016 年度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督导及绩效评价； 6 个申

报云南省临床医学中心，眼科、康复科、内分泌科已获批准。积

极推进胸痛中心及卒中中心建设工作。 

中医药诊疗能力建设：加强中医、中西医结合内科、中医针

灸推拿、中医肛肠、中医美容、中医颈腰腿痛 5 个亚专科的建设

工作，强化中医科多学科合作机制。 

妇幼卫生和辅助生殖管理工作：完成了楚雄州、迪庆州和省

妇幼保健院危重孕产妇救治工作。通过省卫健委的审批，获得了

产前诊断技术服务的资质。 

医院感染管理：医院感染管理向纵深发展。2018 年医院感

染率 1.66%，感染例次率 1.76%；共监测病例总数为 16787 份，

抗生素使用率 38.3%，细菌送检率 90.08%，对重点科室、重点

人群、重点环节的环境微生物监测 1287 件，合格 1268 件，合

格率为 98.6%。 

科研教学工作：科研课题共计 146 项，有 18 项科研基金获

得批准，科技成果登记 9 项。五个内设研究机构申请的 12 个科

研项目均获得批准。普通外科成功成为首批国家专科基地；产科

协同儿童医院成为国家专培基地协同基地。 

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医院名列云南省设立首批省级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的 11 家单位中。眼科获批云南省科技厅“云南省眼

部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内分泌科获批云南省科技厅“云南



 

省第二人民医院糖尿病血管病变预防及诊疗省创新团队”；普外

二科获批的云南省科技厅“王曙光专家工作站”正式揭牌。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 2019 年部门预算单位共 1 个。其中：财政全供

给单位 0 个；部分供给单位 1 个；特殊供给单位 0 个；自收自

支单位 0 个。财政全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 0 个；参公管理事业

单位 0 个；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 0 个。截止 2018 年 11 月统

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 1275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1275 人。在职实有 1165 人，其中： 财政全供养 0 人，财政部

分供养 1165 人，非财政供养 0 人。 

离退休人员 446 人，其中： 离休 9 人，退休 437 人。 

车辆编制 14 辆，实有车辆 13 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19 年部门财务总收入 151,737.96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 8,427.48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0 万

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0 万元，事业收入 141,279.64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2,030.84 万元，上

年结转 0 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19 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8,427.48 万元，其中:本年收入

8,427.48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 8,427.48 万元（本级财力 8,427.48 万元，专项收入 0

万元，执法办案补助 0 万元，收费成本补偿 0 万元，财政专户

管理的收入 0 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成本补偿 0 万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

政拨款 0 万元。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19 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151,737.96万元。财政拨款安排支

出 8,427.4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6,539.48 万元，项目支出

1,888.00 万元。 

（一）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事业单位离退

27.49 万元，主要用于离退休人员公用经费。 

卫生健康支出-公立医院-综合医院 8,399.99 万元，主要用

于在职人员工资性支出及省本级项目支出。 

（二）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情况 

工资福利支出 6,511.9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6,511.99 万

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529.4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7.49 万

元，项目支出 502.00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6.00 万元(其中：项目支出 76.00 万

元)。 

资本性支出 1,310.00 万元(其中：项目支出 1,310.00 万

元)。 



 

五、省对下转项转移支付情况 

（一）列入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单项目情况 

部门没有列入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 

（二）与中央配套事项 

部门没有与中央配套的事项。 

（三）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 

 部门没有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的事项。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

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 10 个，采购预算资金

18,391.68 万元。 

七、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一）基本支出根据医院 2018 年业务发展的情况，按相应

的增幅比例预算 2019 年医院预算数据。 

（二）项目支出预算较 2018 年增加主要是按照医院业务发

展需要，本年新增了云南省医学中心（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为提高预算合理及准确性，本年度将加强项目绩效考核，严格

按照各项目年度计划编制项目支出。 

八、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无。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无。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鉴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需在

完成 2019 年决算编制后才能统计汇总相关数据，因此，将在公

开 2019 年度部门决算时一并公开部门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2019 年 3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