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名称 部门负责人 韦嘉

部门财务负责人 杨蕾 联系电话 0871-65156650 电子邮箱 512886191@qq.com

部门性质 卫生事业 单位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青年路176

号 单位邮编 650021

职能一

职能二

职能三

行业发展规划

部门发展规划

部门绩效目标一

部门绩效目标二

部门绩效目标三

部门预算批复收支

情况

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保证国家、省委、省政府、省卫生健康委重要卫生健康方针政策得到有效

贯彻和落实。

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提升医疗水平，提高医务人员业务水平，进一步改

善医疗卫生环境，贯彻实施“十三五”计划，深化医药改革。

在按照计划实施该项目的基础上，提高医院就诊人次，增加医务人员发表

论文的数量，大力支持科研课题项目的实施，提高患者满意度，使患者满

意度达到80%以上。按计划完成建设工程实施，严格按照工程进度进行绩

效考核，是当年完成工程进度达到80%以上，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达到80%

以上，费用超概算比例不超过100%。完成对240名住院医师规范化的培养，

使全部人员均取得住院医师资格证，90%学员取得国家住培结业证，90%学

员取得研究生同等学历证。使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

部门概况

项目名称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各项项目支出绩效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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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卫生、护理保健与急救服务。

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内卫生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组织实施中西

医药科学研究，推进医学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承担医疗卫生人才培

养及医学继续教育工作。

2018年财政预算收入批复为151,593.0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7,001.91万

元，事业收入143,296.87万元，其他收入1,294.23万元；2018年部门预算总支

出151,593.01万元。本级财力安排支出6,542.0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681.41万元，项目支出860.60万元。上年结转项目资金459.90万元。

2018年决算支出为144,834.28万元，其中财政支出为8,865.48万元

基础信息

（一）部门

职能（职

责）简介

（二）事业

发展规划

（三）部门

绩效目标

（四）部门

收支情况

做好各项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工作，参与卫生扶贫、应急救助及其他重

大活动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加快卫生人才培养，加强卫生队伍建设，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强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协助上级部门做好各项应急救助工作；优化

医疗质量控制水平，夯实卫生发展基础，协助推进卫生健康事业持续、快

速发展。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十三五发展建设规划》

mailto:512886191@qq.com


项目分管处室（单位）

项目分管处室（单位）

负责人
杨蕾 联系电话 13577028155 电子邮箱 739626323@qq.com

起始时间 截止时间

中央财政 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省级财政

下级配套 下级配套

部门自筹及其他 部门自筹及其他

1.项目实施主体

2.保障措施

3.资金安排程序

4.资金安排标准或依据

5.财务管理

项目支出概况

财务科

2018年1月1日 2018年12月31日

预算安排资金（万元）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860.60 860.60

支出内容 预算支出数 实际支出数

内设研究机构医学科研基金项目 24.00 24.00

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 33.00 33.00

厅级以上干部体检费 100.00 100.00

院内制剂研发经费 9.00 9.00

取消药品加成补助 424.00 424.00

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建设经费 20.00 20.00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经费 10.00 10.00

各项目归口管理部门认真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资金使用计划和绩效考评办法，涉及

招标采购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组织完成招标采购工

作。财务科作为预算管理办公室所在部门，协同各归口管理部门对项目实施绩效进

行考评。医院预算管理及实施组织机构健全，按时下达项目资金到归口管理部门，

对资金支出进度进行有效监管、定期分析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由归口科室汇总到财务科，由财务科按照省卫健委、省财政厅的评审情况及资

金安排确定项目实施方案。

慢性病及精神疾病经费 2.00 2.0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经费 223.60 223.60

我院各项项目支出资金安排均有标准和文件依据：1.《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加快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决定》（云发【2016】38号）、2.《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云南省“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的通知》（云政发【2017】51号）、3.《云南

省第二人民医院预算实施方案》、4.（国卫人发〔2016〕年69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

十三五”全国卫生计生人才发展规划的通知、5.（云发〔2016〕27号）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6.（云发〔2016〕38号）中共云南省委  云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决定、7.（云卫发〔2012〕116号）云

南省卫生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高层次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实施办法（试行）及成立相关管理机

构的通知、8.（云卫科教发〔2016〕12号）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公布2016年度云南省高层次

卫生技术人才培养入选人员名单的通知、9.(云卫科教发〔2014〕1号)云南省卫生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医疗卫生单位内设研究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及成立相关管理机构的通知、10.(云卫科教发〔

2014〕5号)云南省卫生厅关于公布云南省医疗卫生单位内设研究机构设置名单的通知、11.（云

政发〔2016〕107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12.

（云政发〔2017〕12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实现2020年全省R&D经费投入占GDP2.5Ξ施

方案(试行)的通知

1.严格按照《云南省卫生事业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项目实施方案》、《卫

生事业资金管理办法》、《医院财务会计制度》等的规定，使用和管理项目资金。

2.逐步建立和完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有明确的工作职责，落实

责任，夯实管理与考核工作的基础，使财政项目资金在有效的管理机制下监督实施

。3.逐步建立以工作流程为导向的管理体系，使医院的财务活动以“工作流”的形

式体现，保证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基础信息

（一）项目

基本情况

（二）项目

支出明细

（三）项目

管理

妇幼健康能力提升经费 15.00 15.00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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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优 良 中 差

数量指标 科研项目立项数量 31-40项 21-30项 11-20项 0-10项 ≥20项 22 19 95% 中 无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患者满意度百分比 90%以上 80%以上-90% 70%以上-80% 70%以下 80分以上 90% 93% 93% 优 无

数量指标 计划建设工程量完成度 90%以上 80%以上-90% 70%以上-80% 70%以下 80% 按计划完成建设工程量 优 已完成 优 无

质量指标 分部分项工程检测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80%以上-90% 70%以上-80% 70%以下 80% 工程检测验收合格率达到95% 优 达到 优 无

时效指标 计划工程量时间完成度 90%以上 80%以上-90% 70%以上-80% 70%以下 100% 工程量完成度达到95%以上 优 已完成 优 无

成本指标 工程建设费用超概算比例 5%以下 5%-25%（含） 25%-50%（含） 50%以上 本年工程建设费用无超概算情况 费用无超概算情况 优 已完成 优 无

经济效益指标

1、项目单位依托新购置的仪器
设备完成新增年毛收入； 2、项

目单位依托新购置的仪器设备完

成的项目课题经费

2、项目单位依托新购置的仪器

设备完成的项目课题经费。

能够依托新购置的仪器

设备增加单位收入

不能够依托新购置

的仪器设备增加单

位收入

预计年末新增设备带来有效收入并

且完成科研课题经费指标

新增设备带来有效收入并且完成

科研课题经费指标
优 优 优 无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单位能力建设 100分 80-99分 60-79分 0-59分
预计年末管理人员管理能力提高，
原有员工技术水平提高且技术人员

有所增加

管理人员管理能力提高，原有员
工技术水平提高且技术人员有所

增加

优 优 优 无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健康改善情况 90%以上 80%以上-90% 70%以上-80% 70%以下
预计年末院内就诊患者健康状况改

善明显
院内就诊患者健康状况改善明显 优 优 优 无

社会效益指标 科研课题经费的增加 较上年增加50%以上 较上年增加30%-40%（含）
较上年增加1-30%
（含）

较上年没有增加 预计年末科研经费投入较上年增加
科研经费投入较上年增加，完成
计划情况

优 优 优 无

数量指标 全院发表论文数量 700篇以上 500篇以上-700篇 350篇-500篇 350篇以下
预计年末全院论文发表数量达到计

划数
713 772 110.29% 优 无

项目是否有节支增
效的改进措施

项目是否有规范的

内控机制

项目是否达到标准

的质量管理管理水

平

完成的及时性

验收的有效性

项目绩效是否促进
部门绩效目标的实

现

项目绩效与规划和

宏观政策的适应性

项目绩效体现部门

职能职责及年度计
划情况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医疗卫生资源布局进一步优化，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大幅增加，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突破，城乡居民医疗卫生服务获得感明显增强，人民健康水平有效提升，为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提供更加坚实的健康保障。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二级指标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

析

申报项目确定的预期绩效指标

绩效标准

一是不断加强预算管理，抓好节支增效“源头关”。按照量入为出原则，充分考虑各部门行使职能的需要，预算其资金收支量，压减不必要、不合理支出，大力降低行政成本。二是切实加强政府采购管理，规范采购程序，对重要设备和金额较大物品（服务）

的采购进行监督、追踪；提高采购质量和透明度，对没有达到招标采购标准的物品（服务），要求采购部门多方询价，核实数量，做到不留“后门”。

上年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执行完毕

绩效指标

完成率

一是建立内控制度体系。成立内部控制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完善内部控制办法，规范业务活动，并针对重点业务和关键环节分别制订业务流程。二是规范内部操作规程。根据内控基本制度和专项内部控制办法，进一步修订完善具体的内部操作规程，理清内

部各个岗位和环节的责任，找出业务风险和廉政风险，明确需要重点控制的关键节点，并提出具体的防控措施。三是加强内部审核监督。建立岗位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明确财政各项资金业务的安全性、规范性等考评要求，对收支凭证、银行存款账单、会计报

表、内控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复核，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对内部控制和资金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价，对重点内控制度、重点环节和风险点，不定期进行检查测试。

严格按照《云南省卫生事业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项目实施方案》、《卫生事业资金管理办法》、《医院财务会计制度》等的规定，使用和管理项目资金。

项目财政资金全部及时下达，完成达到并部分超过预期效果，实现了预期工作目标。

通过对整个项目自查和综合评价，项目完成预期目标。

是

完成质量
情况说明

多部门配合、共同努力，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年初各项指标。

自评结论

1、医院就诊人次2018年较2017年增加；医务人员发表论文的数增加；加大力度支持科研课题项目的实施；患者满意度提高，达到80%以上。

2、按计划完成建设工程实施，当年完成计划工程进度达到80%以上，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达到80%以上，费用超概算比例不超过100%。

3、完成对240名住院医师规范化的培养，使全部人员均取得住院医师资格证，90%学员取得国家住培结业证，90%学员取得研究生同等学历证。
4、通过对出院人数、平均住院天数及患者复诊情况的分析使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5、完成对

大中型设备的绩效评价，根据大中型绩效评价打分表，实现2018年新购置设备有效的增加医院的收入。                                                                                                                   自评结果为优秀，达成了

预期的绩效目标，切实做到了用实、用好财政资金。

1.项目绩效

指标完成分
析

2.项目成本
性分析

3.项目效率

性分析

4.部门绩效
目标实现

指标类型 项目绩效指标名称 指标值（项目绩效目标预计完成情

况）



1.对绩效目标进行总规划，制定行动计划方案，确定实施的发展
方向和目标，组织运营确保目标能够落实执行； 2.梳理和优化
业务流程和工作规范，保证绩效管理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3.
制定各项保障措施及应急处理方案，以确保绩效目标能够完成；
4.创建绩效管理的文化氛围与能力认识，通过营造高绩效的体系
文化，提升各业务人员的管理能力和专业技能，增强绩效管理思
想意识，正确认识绩效管理，支撑绩效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营，
确保部门运营效率和战略实现。

1.认真学习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省级部门财政支出绩
效评价自评暂行办法的通知》（云财预〔2016〕98号)文件；2.
认真结合年初预算批复的项目支出绩效指标，部门职责及项目特
点进行绩效评价，对项目进行监督、指导、管理、跟踪督促。

无

1.管理经验

年初预算方案应结合实际、有政策依据、科学、合理、有针对性
、操作性强，制定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建立和完善与项目有
关的政策做保障，过程监督、指导、检查和项目绩效评价是项目
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实施效果和达到预期目的关键。

2.项目绩效目标
修正建议

强化不可预见情况综合分析，合理确定绩效目标，进一步细化标
准，提高绩效指标值的精细程度，制定更加完备的工作计划，对
各项费用的开支做到事前预算，事后控制，使预算执行严格按照
年初预算安排进行，不断提高部门预算和绩效管理水平。

3.需改进的问题
及措施

问题：1.绩效指标明确性、完善性善有欠缺，绩效指标清晰、细
化、可衡量性有待进一步完善;2.所需预算均按照项目、工作开
展前的计划、调研与统计进行预估，而在实际项目、工作开展期
间，项目、工作的变动调整或突发情况使得实际经费实际支付进
度与既定支付进度的比率在年终时会存在一定差异。
措施：1.根据上年工作开展情况及绩效自评的结果，对不清晰、
未细化的绩效指标进一步完善，更符合实际工作考核；2.结合自
身实际，合理利用工作经费，制定切实可行方案，按方案进度执
行，保障经费按期合理支付。

4.其他需要说明
的情况

无

项目绩效目标管理

（一）部门绩效管理组织体系建
设情况

（二）部门绩效管理推进情况及
措施

（三）未完成的项目绩效目标及
其原因分析

（四）下一步
改进工作的意

见及建议



评价组机构职位 姓名 职务/职称 所属单位/处室

组长 杨蕾 副科长（主持工作） 财务科

副组长 杨冰洁 副科长 财务科

组员 王延秋 科员 财务科

组员 汪睿 主任 医务部

组员 陈麟 科长 科教科

组员 周虹 科长 教学管理科

组员 邓昆方 科长 设备科

组员 杨吕 科长 基建科

（二）绩效自评的目
的

1.前期准备情况

2.组织实施情况

报告填写人 评价工作负责人 杨蕾

项目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情况

全面评价2018年工作目标实施情况，了解资金落实、业务管理、财务管理、项目产出及社会效益
等有关情况，为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提升实施效果以及增强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供参考。

建立和完善自评工作的组织机构，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化工作要
求，成立了内部控制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学习领会绩效自评
相关文件精神及要求，确定评价对象，明确实施方式，确定评价目的、内容、
任务等；对照绩效目标、指标及完成任务情况梳理、核查相关数据。

科学评价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评价预算执行的有效性，评价预算目标是否按期
完成，评价支出效益是否明显。通过自评工作，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总结经
验，改进措施，完善工作机制，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王延秋

（一）部门预算绩效
评价工作组机构及有
关专家等人员构成

（三）自评组织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