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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岗区卫生监督所

2019 年度部门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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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圳市龙岗区卫生监督所概况

（一）部门职责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监督所为区卫生健康局下设行政

执法机构，副处级。主要职责是：依照法律法规对辖区监管

对象进行预防性和经常性的卫生监督；受区卫生健康局委托

对公共场所、集中式供水单位、医疗卫生机构和社区健康服

务机构等进行监管，受理卫生许可和执业许可的申请以及健

康卫生产品审核；负责辖区用人单位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

管理，查处违法行为；对管辖的禁烟、限烟场所开展执法巡

查；对管辖的卫生行政处罚和控烟执法案件进行调查取证，

提出处罚建议，执行处罚决定；负责受理管辖范围内的群众

投诉举报，对投诉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参与对危害

公共卫生的中毒事故、医疗事故、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的调

查处理；查处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和未

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的行为；查处非医学

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指

导、监督街道卫生监督机构的执法工作；完成上级部门交办

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龙岗区卫生监督所纳入 2019 年部门预算汇编范围的单

户汇总录入机构为 1 户，独立核算机构 1 个。属于独立核算

的行政执法机构。核定行政执法编制 42 名，设所长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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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所长 2 名（正科级）。内设办公室、综合科、法制稽查科、

医疗监督科、职业健康监督科、传染病监督科、环境卫生监

督科、学校卫生监督科 8 个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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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市龙岗区卫生监督所 2019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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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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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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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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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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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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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 11 -

三、深圳市龙岗区卫生监督所 2019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

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龙岗区卫生监督所 2019 年度收入总计 3,148.59 万元，

其中：本年收入 3,087.7 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60.89 万元。

2019 年度支出总计 3,148.59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 3,107.63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40.96 万元。

2019 年度本年收入 3,087.7 万元、本年支出 3,107.63

万元，与 2018 年决算数相比，收入增加 366.89 万元、增

13.5%，支出增加 419.95 万元、增长 15.6%。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龙岗区卫生监督所本年收入合计 3,087.7 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收入 3,087.53 万元，占 99.9%；其他收入 0.17 万

元，占 0.1%。与 2018 年决算数相比，收入增加 366.89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增加 416.17 万元，增长 15.6%；其他收

入减少 49.28 万元，降低 99.7%。财政拨款收入增加的主要

原因:一是职业卫生监管职能回归，安监及吉华街道调拨了

155 万专项经费；二是发改新立项 240 万智慧卫监综合监管

中心项目。其他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2018 年其他收入为新

增智慧卫监的金控资金，2019 年无该项目。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龙岗区卫生监督所本年支出合计 3,107.63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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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支出 2,267.15 万元，占 73.0%；项目支出 840.47 万元，

占 27.0%。与 2018 年决算数相比，支出增加 419.95 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增加 178.28 万元，增长 8.5%；项目支出增

加 241.67 万元，增长 40.3%。

基本支出增加的原因：在编人员政策性增资。项目支出

增加的原因：一是职业卫生监管职能回归，安监及吉华街道

调拨了 155 万专项经费；二是发改新立项 240 万智慧卫监综

合监管中心项目。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龙岗区卫生监督所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3,087.53 万

元，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34.64 万元；财政拨款支出

3,083.45 万元，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38.71 万元。与

2018 年决算数相比，本年财政拨款收入增加 416.17 万元，

增长 15.6%；本年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420.93 万元，增长

15.8%。主要原因：因职业卫生监管职能回归，安监及吉华

街道调拨了 155 万专项经费及发改新立项 240 万智慧卫监综

合监管中心项目等。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龙岗区卫生监督所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

出 3,083.45 万元，主要用于：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1.94

万元，占 2.3%；2、卫生健康支出 2,572.03 万元，占 83.4%；

3、住房保障支出 337.81 万元，占 10.9%，灾害防治及应急



- 13 -

管理支出101.68万元，占3.3%。2019年度预算数为2,523.85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1 是正编人员工资福

利政策性增支；2 是职业卫生监管职能回归，安监及吉华街

道调拨了 155 万专项经费；3 是发改新立项 240 万智慧卫监

综合监管中心项目。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龙岗区卫生监督所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

本支出 2,267.15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2,040.67 万元，公

用经费 226.48 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

况说明

龙岗区卫生监督所车辆保有量 10 辆，其中：执法执勤

用车 10 辆。2019 年度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30 万

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0

万元。与 2018 年决算数相比，支出数减少 17.59 万元，主

要是由于：严格控制车辆维修成本。与年初预算数相比，支

出数与预算数一致，主要是由于：加强预算控制与车辆管理。

（八）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无。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1.2019 年度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情况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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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卫生监督所于 2020 年 5--7 月认真组织开展了 2019 年度

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

（1）2019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龙岗区卫生监

督所结合单位主要职能、2019 年区委区政府重点安排的工

作，对 2019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自评。2019 年在市

卫生监督局的大力指导下，在区卫生健康局的正确领导和关

心支持下，紧紧依靠全区卫生监督员的共同努力，积极打造

完善智慧卫监综合监管平台，认真践行“双随机+执法全过

程记录”执法模式，持续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全面落实卫生健康监督执法以案促管工作要求，平稳完成职

业健康监管工作交接，有力提升了全区卫生健康执法能力和

水平，更有效地维护了全区人民群众的健康生命安全。公用

经费与“三公”经费得到有效控制，项目支出绩效情况较为

理想，达到了项目申请时设定的年度各项绩效目标：1 是坚

持依法行政，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执法能力；2 是巩固监管新

模式，深入开展“双随机+执法全过程记录”执法；3 是响应

群众关切，及时处理群众投诉举报；4 是保障群众就医安全，

不断净化医疗服务市场；5 是高效履行监管职责，全力保障

公共卫生安全。

（2）2019 年度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龙岗区卫生监督所结合项目预算执

行和绩效完成情况，对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项目全部

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16.31 万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100%（其中政府投资项目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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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金额 239.2 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项目支出绩效情

况较为理想，均达到了项目申请时所设定的各项绩效目标。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龙岗区卫生监督所无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龙岗区卫生监督所无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项目。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龙岗区卫生监督所无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支出项目。

（十）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龙岗区卫生监督所 2、

龙岗区卫生监督所 2019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226.48 万元，

比 2018 年初预算数增加 5.75 万元，增长 2.6%。

2.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2、龙岗区卫生监督所 2019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27.2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

出 27.2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

出 0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27.2 万元，占政府采购

支出总额的 10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

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3.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龙岗区卫生监督所共有车辆 10 辆，均为执法执勤用车，

主要是行政执法用车；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

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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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门需要说明的其他特殊事项。

（1）龙岗区卫生监督所 2019 年车辆保有量决算数为 10

台，其用途为执法执勤用车，决算报表中误填为其他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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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龙岗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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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预算管理单位开展医疗与公共卫生服

务活动、按照国家规定收费项目和标准取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

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等以外的收入。如银行存款利息

收入、租金收入、捐赠收入、存货盘盈收入等。

（四）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

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

“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

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

（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

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五）年末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

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

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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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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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机关运行经费：反映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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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事业单位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中的公用

经费。

（九）“三公”经费：纳入市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通过财政拨款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十）因公出国（境）费用：为进一步规范因公出国（境）

经费管理，我市因公出国（境）经费完全按零基预算的原则

根据市因公出国（境）计划预审会议审定计划动态调配使用，

因此各单位当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为零，在实际执

行中根据计划据实调配。

（十一）教育支出：指用于所属预算管理单位职工其他

进修及培训的支出。

（十二）科学技术支出：指所属预算管理单位用于科学

技术研究方面的支出。

（十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与

就业方面的支出。

（十六）卫生健康支出：反映政府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管理方面的支出。

（十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反映资源勘探、制造业、

建筑业、工业信息等方面。

（十八）住房保障支出：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

（十九）其他支出：反映不能划分到上述功能科目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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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政府支出。

各部门应当按照部门预算管理要求进行专业名词解释，

以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为准，在此基

础上可适当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