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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及内设机构

（一）主要职能。

白水县医院创建于 1950 年，位于县城自强路西段。

经过 70 年的创新发展，成为集医疗、急救、预防、康复、

保健、体检、教学、科研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全民综

合性二级甲等医院。是陕西省人民医院医疗集团单位之一，

是西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妇幼院、扬中市人民医院定

点帮扶医院，担负着全县及周边地区广大人民的医疗保健和

康复急救任务。

（二）内设机构。

医院占地面积 29.1 亩，有门诊楼、住院楼、传染楼、

医技楼四栋医疗服务楼系，建筑面积近 3 万平方米，编制床

位 430 张。设置科室 50 个，其中临床科室 20 个（心内、神

内、呼吸、感染性疾病、神外、普外、骨外、妇产、儿科、

手麻、中医、眼科、口腔、皮肤、耳鼻喉、急诊、重症医学

科、康复医学科、血液透析室、新生儿室）；医技科室 8 个

（影像中心、检验、胃镜、输血、药剂、超声、心电图、病

理科）；其它科室 2 个（供应室、健康管理体检中心）；行

政、职能科室 20 个。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年度本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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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人员情况

截至 2021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68 人，事业编制 168

人；实有人员 335 人，事业 335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6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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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 年度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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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收入 9350.81 万元、支出总计为 9605.81 万元，

与上年相比收收入减少2164.98万元、支出总计减少6555.46

万元，收入较上年下降 18.80%，支出较上年下降 40.56%。

主要是上年存在医技楼项目拨款。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收入合计 9350.81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595.72万元，占17.07%；事业收入7625.54万元，占81.55%；

其他收入 129.54 万元，占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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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支出合计 9605.8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9233.40

万元，占 96.12%；项目支出 372.41 万元，占 3.88%，经营

支出 0 万元，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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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财政拨款收入1595.72万元，支出总计为1850.72

万元，与上年相比收入减少 1979.48 万元、下降 124.04%，

支总计各减少,4572.57万元，下降247.07%。主要原因是2020

年医技楼项目拨款。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1850.72 万元，支出决算

9605.8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19.27%。

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减少6624.96万元，下降357.96%，

主要原因是是 2020 年医技楼项目拨款。按照政府功能分类

科目，其中：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支出（项）。预算为 178.6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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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支出决算为 437.24 万元，完成预算的 244.78%。决算

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养老预算 50%。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交费支出（项）。预算为 89.31 万元，

支出决算为 109.8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3.03%。决算数大于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职业年金预算 50%。

（3）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综合医院（项）。

预算为 1164.38 万元，支出决算为 1413.38 万元，完成预算

的 121.38%。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我单位为差额

单位，工资预算 50%。

（4）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其他公立医

院（项）。该科目年初无预算，支出决算为 72 万元，决算

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项目不参加决算。

（5）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基本公共卫

生（项）。该科目年初无预算，支出决算为 12.41 万元，决

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项目不参加决算。

（6）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处理（项）。该科目年初无预算，支出决算为 30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项目不参加决算。

（7）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其他公共卫

生支出（项）。该科目年初无预算，支出决算为 55 万元，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项目不参加决算。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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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478.31 万元，包

括人员经费其中：

（一）人员经费 1478.31 万元，主要包括：30101 基本

工资 673.41 万元、30107 绩效工资 487.64 万元、30108

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78.62 万元、30109 职业年

金缴费 89.31 万元、30304 抚恤金 24.21 万元、30305

生活补助 15.25 万元、30399 其他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9.87 万元。

（二）公用经费 0 万元，我单位无公用经费预算。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

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因公出国“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1.因公出国（境）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因公出国（境）预算安排。

2.公务用车购置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用。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公务接待费。

（二）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培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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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会议费。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并已公开空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并已公开空表。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预算。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21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7 辆，其中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5 辆，其他用车 2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

的通用设备 1 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10 台。2021

年当年无购置车辆；无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无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部门所属单位不公开预算绩效情况。

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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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公用经费：指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

动的支出，具体包括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

其他费用等。

6.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

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

费等。

7.结转资金：即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因故未

执行，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8.结余资金：即当年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故终

止，当年剩余的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