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情况公开表

部门名称（盖章）：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年度预算金额
（根据年初部门预算项目数据
、年中追加数据、年中项目调
剂数据等信息填报该列） 

 实际支出金额 

预算支出执行率
是否政府投资
项目（是/否）

年初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整体完成情况

产出目标 效益目标 满意度指标

项目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整改情况

 合计 

 其中：财政拨款 

 非财政资金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含2019年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 

年度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年度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年度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年度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年度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年度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年度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1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2019年市科创委课题） 39.95 39.95 39.95 100.00% 否 收集相应数量的实验标本。 已完成前期实验调研、病例观察表设计、病例收集；完成理论探索；实验模型探索。
按相应课题完成对应数量的病例收集或相应数量的实验试剂
、设备等的购买。

已按计划完成，进入下一个实验阶段 按课题合同书的内容 按照既定计划完成 按课题合同书的进度 按照既定计划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根据课题的计划进行，逐步提高科研人员的理论水平和科研
能力。

科研人员的理论探索能力和实验探索能力有所
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科研人员对试验的执行、激励约束机制满意≥90% 满意≥90% 无 无

2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柴芪益肝颗粒项目） 10.00 10.00 10.00 100.00% 否 检索文献做理论探讨并参加国内学术会议一次。 已参加一次学术会议。 参加一次会议 已完成 参加国内学术会议，检索文献 按照既定计划完成 按课题合同书的进度 按照既定计划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科研人员通过参加会议提高了理论认识 科研人员的理论水平有所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科研人员对学术会议和实验安排满意≥90% 满意≥90% 无 无

3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科普教育基地e站） 10.00 10.00 10.00 100.00% 否 实施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已完成 科普活动60场 已完成 增加科普传播平台，提升科普效果 已完成 按指标完成支出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科普受众3万人次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科普对象满意≥90% 满意≥90% 无 无

4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区经济与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63.37 45.75 45.75 72.20% 否 每个课题至少撰写一篇论文和结题报告。
已按课题计划进度完成各类学术论文的撰写、投稿或发表；撰写实验报告，准备课题结题材
料。

每个课题至少撰写一篇论文和一篇结题报告。 已按计划开始撰写论文 国家级论文、科技核心论文或北大中文核心论文 按照既定计划完成 按课题合同书的进度 按照既定计划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形成相关科研理论、提高科研水平
聘请专家对课题进行结项鉴定，督促科研人员
按照既定目标完成相关成果，提高科研水平

不适用 不适用 科研主管部门对相关科研成果的认可度≥90% 认可度≥90%
大部分课题已按照计划进行结题工作，少部分课题申请了延
期，课题资金未能全部完成，未使用资金申请结转至2020年
使用。

未使用资金已结转至2020年使用，下一步将加快课题研究进
展，做好资金使用计划。

5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区经济与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75.30 2.20 2.20 2.92% 否 购买实验材料，进行理论研究。
已按照实验方案完成前期收集病例的工作；完成前期的实验试剂、实验器材、设备等的购
置；探索或建立动物实验模型。

按相应课题完成对应数量的病例收集或相应数量的实验试剂
、设备等的购买

已按计划完成，进入下一个实验阶段 按课题合同书的内容 按照既定计划完成 按课题合同书的进度 按照既定计划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课题的开展有利于医院科研能力的提升 科研能力有所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科研人员对课题的评审机制认可度≥90% 认可度≥90%
本项目的课题执行期为2019年8月至2021年7月，2019年课题
的前期主要任务是材料收集、理论探讨，所以经费执行率偏
低，未使用资金申请结转至2020年使用。

未使用资金已结转至2020年使用，下一步将加快课题研究进
展，做好资金使用计划。

6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控） 5.00 5.00 5.00 100.00% 否
探索社康中心慢病健康服务管理的新模式，通过健康监测个性化评估为居民提供个性化干预
措施。

已完成 采购社区健康自助检测一体机1台 已完成 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40%，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40% 已完成 资金按进度完成使用 已完成
通过健康检测设备，提高慢病
在管人数

已完成 提高慢病管理人数，逐步社区居民解决健康水平 已完成 提高居民慢病管理效率，节约资源 全部完成
通过个性化干预措施，提高居民对社康中心服务的满意度≥
90%

满意度≥90% 无 无

7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药物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
合防控、国家免疫耗材及服务）

30.30 30.30 30.30 100.00% 否
探索社康中心慢病健康服务管理的新模式，为社康中心配置健康监测设备，通过健康监测个
性化评估为居民提供个性化干预措施。

已完成 购置健康监测设备1台 已完成 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40%，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40% 已完成 2019年10月前完成健康自助一体机的购置 已完成
通过健康检测设备，提高慢病
在管人数

已完成 提高慢病管理人数，逐步社区居民解决健康水平 已完成 提高居民慢病管理效率，节约资源 全部完成
通过个性化干预措施，提高居民对社康中心服务的满意度≥
90%

满意度≥90% 无 无

8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基本公共卫生项目 664.10 664.10 664.10 100.00% 否 为居民提供优质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保证全年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已完成
肺结核患者管理率≥9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
50%，老年人、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45%

已完成

居民健康档案规范化电子建档率≥75%，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
率　≥40%，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40%，新生儿访视率≥
85%，0-6岁儿童健康管理率≥85%，早孕建册率、产后访视率
≥85%

已完成
2019年年终完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任务工作人员
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的发放

已完成
提高社康中心公共卫生服务水
平，逐步提高公共卫生服务量

已完成
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落实分级诊疗，提供居民健康素养
。

已完成
制定公卫绩效激励方案，提高社康中
心人员公卫服务积极性，节约了用人
成本

全部完成 居民满意度≥90%，基层医务人员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无 无

9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医疗欠费） 3.15 3.15 3.15 100.00% 否 解决医院医疗欠费问题，减轻医院负担，建立解决医疗欠费的长效机制。 解决截止至2018年底医疗欠费款。 2018年医疗欠费事件处理完成率 已完成 2018年三无人员救助率 已完成 项目进展按时完成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三无人员及急危重症患者死亡率 较往年下降 不适用 不适用 三无人员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无 无

10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人才发展专项经费 1,026.11 1,026.11 1,026.11 100.00% 否 做好高层次人才“支撑工程”，为提升医疗质量、提高医疗服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持续培养人才，促进我院人才建设发展。

1、完成存量第1批全职引才1人；
2、完成全职引才人才在职人员培养和激励1人；
3、创建市级重点学科1个；
4、完成柔性引才项目：4个团队项目、2个个人项目。

已完成
1、存量人才的年度考核；
2、在职人才荣誉提升、学科提升申报；
3、推动柔性引才项目依托科室学科建设。

已完成 全职引才李芳莉完成市级重点学科建设 已完成

带动科室业务发展，充分发挥
高素质人才队伍作用，促进医
院全面发展，从而提高医院效
益和水平，提高医院职工收入
水平。

医院效益和水平有所提高
1、带动医院在职人才的荣誉提升积极性；
2、促进医院学科发展
3、患者满意度高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学科水平提升，重点学科创建，打造名医、创建名科、建设
名院，患者信任度高，满意度提升。≥90%

满意度有提升 无 无

 

11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其他一般管理事务（因公出国027区人大组团8人赴台湾考
察交流）

1.97 1.94 1.94 98.48% 否 参加区人大组团赴台湾地区进行医疗卫生服务、管理体系的交流。 已完成
参加区人大组团赴台湾地区进行医疗卫生服务、管理体系的
交流1次。

已完成
参加区人大组团赴台湾地区进行医疗卫生服务、管理体系的
交流。

已完成
按时参加区人大组团赴台湾地区进行医疗卫生服务、
管理体系的交流。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赴台湾地区进行医疗卫生服务、管理体系的交流，提高本院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有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对象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无 无

12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基本医疗服务补助 8,213.98 8,213.98 8,213.98 100.00% 否
建立起体现“多劳技高者多得、少劳质低者少得”、“引导分级诊疗”的财政补助新机制，
引导我院主动提升诊疗水平和服务效率。

已完成
门急诊业务量有所增长

已完成 经费补助发放准确率 已完成 项目进展按时完成 已完成 保障运营
实现业务收稳步增长，提高工
作效率。

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及知名度提高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人群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无 无

13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重点学科及三名工程建设 1,110.08 1,107.99 1,107.99 99.81% 否
为全面提升学科发展及医疗卫生质量。加大学科带头人、学科骨干和临床型人才的培养力
度，优化医疗卫生人才结构，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进一步提升我院学术能力，推动我院医教研发展，促进学科建设。

一、赖新生团队：1.2019年门诊诊疗大于25000人次，住院大
于700人次。
二、王琦团队：优化人才结构，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三、温建民团队：平均住院日、药比、抗生素使用比例等内
涵建设指标优于深圳市同级医院平均数。

已完成

一、赖新生团队：建成广东省重点专科。
二、王琦团队：人才培养
三、温建民团队：不断提高学科建设水平，积极准备市重点
专科建设。

已完成 各项目业务按照计划实施。 已完成
各项医疗临床业务指标持续增
长，业务收入总体较往年提高
。

医院效益和水平有所提高
1、发挥名医效应，为区域内患者提供优势服务。
2、促进医院学科发展
3、患者满意度高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对象满意度不断提升。 满意度有提升 无 无

14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区府及老干医务室） 523.20 523.06 523.06 99.97% 否 优化服务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 已完成

老干医务室：诊疗1788人次；二级保健服务170人次；三伏、
三九灸服务400人次；预约挂号、陪同就医、取药80人次；发
送24节气养生短信1000余条；制作养生美篇10篇，阅读量956
次；
区府医务室：计划较前一年门诊人次提高10%

已完成
提升应急处理能力，保障医务室医疗安全。

已完成 项目进展按时完成 已完成
医务室门诊量较2018年提高
10%

已完成
提供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服务，服务对象健康水平得到进一步
提高。

已完成

绿色诊疗：中医适宜技术以中医经络
辩证为基础，通过推拿、按摩、艾灸
、火罐等开展治疗和康复，成为人们
喜爱、无副作用、绿色的养生保健手
段。

完成 提升服务对象满意度，力争满意度达90%以上 满意度≥90% 无 无

15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纪委医疗点） 260.00 260.00 260.00 100.00% 否 提供优质医疗保障服务。 已完成 健康体检人次（2次/人/天） 已完成 急危重症患者死亡0人次 已完成 项目进展按时完成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急危重症患者死亡率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对象满意率 满意度≥90% 无 无

16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建设高等级医院19年经费） 1,200.00 1,200.00 1,200.00 100.00% 否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建立更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达到
等级医院和教学医院的要求。

继续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建立更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达到等级医院和教学医院
的要求

1.提升员工技能，完成外出培训五次以上；
2.按计划完成设备采购.

已完成 完成必要修缮工程两项；设备采购质量达标率达到100%。 已完成 项目进展按时完成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进一步推动医院文化宣传建设工作，扩大医院在社会上的影
响，塑造医院的良好形象

社会影响有所扩大 不适用 不适用
有效提高临床医生工作效率，具有良好社会效益，服务更多
人群，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无 无

17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母婴室建设经费） 5.00 5.00 5.00 100.00% 否 在院部建设一个母婴室，给哺乳期女性提供一个良好的就医环境。 已完成 建设一个母婴室 已完成 母婴室建设质量达标 已完成 于6月18日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给哺乳期女性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服务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无 无

18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铅中毒病人治疗费） 4.76 4.76 4.76 100.00% 否 解决邹宝琳涉嫌非法行医使用假药案件铅中毒病人治疗费用问题。 已完成 铅中毒病人7人的治疗费 已完成 经费补助发放准确率 已完成 项目进展按时完成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对于“仁德堂铅中毒事件”患者，铅中毒相关的医疗救治服
务予以记账。

按龙岗区政府和龙岗区卫健局的统一部署，以
及院内铅中毒患者诊疗流程，妥善安排铅中毒
病人进行门诊和住院治疗，及时回访保障患者
满意度。

不适用 不适用 铅中毒病人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无 无

19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护士节补助） 19.55 19.55 19.55 100.00% 否
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激励和慰问护理人员，体现政府对护理人员的关心，对在岗护理人员按
在岗50元/月（职员按全年）及区优秀护理集体进行“5.12”国际护士节节日慰问。

已完成
在岗护理人员按在岗50元/月（职员按全年）及区优秀护理集
体进行“5.12”国际护士节节日慰问

已完成
对全院护理人员共349人按在岗50元/月（职员按全年）及2个
区优秀护理集体发放

已完成 2019年5月发放至护理人员个人账户 已完成
增加护理人员经济收入，缓解
经济压力

已完成
充分激发护理人员的工作热情，推动护理事业全面、协调、
持续发展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收集全院护理人员对优质护理服务满意度情况，统计否达到
预期功能效果≥90%

满意度≥90% 无 无

20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宫颈癌筛查） 57.63 57.63 57.63 100.00% 否 鼓励适龄妇女参与宫颈癌免费筛查，提高宫颈癌早诊早治，降低死亡率。 已完成 开展目标人群宫颈癌免费筛查1600例 已完成
对筛查结果为阳性的病例，随访率应达到95%以上。信息录入
率达100%，个案信息录入完整率不低于90%。

已完成 开展目标人群宫颈癌免费筛查1600例 已完成
开展目标人群宫颈癌免费筛查
1600例

已完成
通过开展宫颈癌防治宣传、健康教育，提高龙岗区妇女人群
自我保健意识和宫颈癌防治知识知晓率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通过开展宫颈癌防治宣传、健康教育，提高龙岗区妇女人群
自我保健意识和宫颈癌防治知识知晓率≥90%

满意度≥90% 无 无

21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社康创建补助） 60.00 59.95 59.95 99.92% 否 完成信息学院社康及颐安都会社康中心开业筹备，包括设备采购和各类软装修。 已完成
完成信息学院社康中心牌匾等装修、各类海报、横幅和折页
等宣传制作5000份，视力灯箱3台；完成颐安                      
都会社康中心134件家具的采购。

已完成 保证信息学院社康中心各项业务正常开展 已完成 2019年年内完成设备购置及装修 已完成
通过宣传，提高社康中心诊疗
量

已完成
社康中心装修完善，提高社康中心服务水平，为周边社区提
供更加便捷的卫生服务

已完成 落实分级诊疗节约医疗资源 全部完成
1.解决校内学生看病问题，提高了满意度≥90%；
2.举办社康中心，方面周边居民就诊并提供优质公卫服务提
高居民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无 无

22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公共卫生防控） 1.14 1.14 1.14 100.00% 否
提高社康中心公共卫生防控水平，为居民提供优质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全年持续推进基本
公共卫生防控工作。

已完成 老年人健康体检率达到45%，肺结核患者管理率≥90%， 已完成

居民健康档案规范化电子建档率≥75%，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
率　≥40%，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40%，新生儿访视率≥
85%，0-6岁儿童健康管理率≥85%，早孕建册率、产后访视率
≥85%

已完成
2019年年终完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任务工作人员
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的发放

已完成
提高社康中心公共卫生服务水
平，逐步提高公共卫生服务量

已完成
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落实分级诊疗，提供居民健康素养
。

已完成
制定公卫绩效激励方案，提高社康中
心人员公卫服务积极性，节约了用人
成本

全部完成 居民满意度≥90%，基层医务人员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无 无

23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国家免疫耗材及服务） 26.09 26.09 26.09 100.00% 否
保证社康中心预防接种工作正常开展，并按国家免疫规划要求，为适龄儿童免费接种国家免
疫规划疫苗等。

已完成 疫苗接种率　≥90% 已完成 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90% 已完成 2019年内达到目标接种率 已完成
做实预防接种，提高预防接种
门诊量，以带动全科门诊

已完成 落实计划免疫，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已完成
落实预防接种，降低居民发病率，有
利于节约资源

全部完成 逐步提高计免门诊的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无 无

24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家庭卫生服务项目补助 250.82 250.82 250.82 100.00% 否
激励社康中心医务人员积极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升服务能力，提高签约率，并保证家
庭医生的签约质量。

已完成 逐步提高家庭医生签约量 已完成 逐步家庭医生复核率，提高重点人群签约比例 已完成
全部完成社康中心医务人员家庭医生签约的绩效补贴
的发放

已完成
通过家庭医生服务，提高签约
量，提高社康诊疗量

已完成 落实家庭医生签约，保证居民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已完成
落实家庭医生服务提高居民健康素
养，节约社会资源

全部完成 逐步提高家庭医生服务对象满意率≥90% 满意度≥90%
前期由于家庭医生分配方案不完善，致使在绩效分配中存在
一定困难。

重新制定科学、合理的家庭医生绩效分配方案

25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龙岗区中医院人才安置房装修改造工程 65.00 58.82 58.82 90.49% 是
优先解决全职引进人才的落户、住房保障等问题，协调解决北京中医药大学派驻医院短期工
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的临时住房的问题。

已完成
优先解决全职引进人才的落户、住房保障等问题，协调解决
北京中医药大学派驻医院短期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的临时住
房的问题。

已完成 17年10月批复总概算，18年8月进场施工 已完成 于19年5月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优先解决全职引进人才的落户、住房保障等问题，协调解决
北京中医药大学派驻医院短期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的临时住
房的问题。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入住人员满意度≥90% 满意≥90% 无 无

26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龙岗区中医院制剂室装修工程 335.00 331.42 331.42 98.93% 是
搭建一个全面的中药制剂研发、生产平台，把科研、教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广大人民群
众的健康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已完成
拟将医院后勤楼原预留制剂用房按标准改造为医院制剂室，
建筑面积约1800m2，洁净等级按标准为10万—30万级。

已完成 2017年3月项目立项，2017年7月项目概算批复下达。 已完成 于2020年1月验收，并投入使用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更好的传承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的养生理念和实践经验，
为维护群众健康发挥作用，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服务满意度≥90% 满意≥90% 无 无

27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龙岗区中医院管道安全隐患消除工程 5.00 5.00 5.00 100.00% 是
我院自2012年开业以来，各项业务稳步发展，后勤设备设施运行使用已到一定年限，需要进
行维护更新，以确保消防、给排水系统得到有效维护。

已完成
我院自2012年开业以来，各项业务稳步发展，后勤设备设施
运行使用已到一定年限，需要进行维护更新，以确保消防、
给排水系统得到有效维护。

已完成 2019年9月项目立项，2020年5月项目概算批复下达。 已完成 2019年9月项目立项，2020年5月项目概算批复下达。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我院自2012年开业以来，各项业务稳步发展，后勤设备设施
运行使用已到一定年限，需要进行维护更新，以确保消防、
给排水系统得到有效维护。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服务满意度≥90% 满意≥90% 无 无

28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数字化医院系列软件及智慧医疗二期硬件补充项目 1,537.00 1,537.00 1,537.00 100.00% 是

1、引进智慧医疗物联感知技术，全面提升医患安全；
2、实现全院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消除信息孤岛；
3、加快医院现代化进程，提升医院综合竞争力；
4、提高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减轻工作负担完成项目验收，第三方测评及尾款支付等
。

已完成 完成项目系列软件、基础硬件统筹招标、项目款项支付等。 已完成

1、完成智慧医院人脸系统上线，完成智慧医院系列软件开
发；
2、完成自助报告机及医疗移动推车投入使用；完成物联网络
覆盖；完成基础设施服务器上线。

已完成

第一阶段（6月30日前完成自助报告、医疗移动推车
安装、调试及货款支付）
第二队段（12月31日前完成项目测评、验收及尾款支
付）

已完成

使医务工作人员能够节省更多
的精力和时间服务于病人，保
证病人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为医
院创造了经济效益

已完成

1、引进智慧医疗物联感知技术，全面提升医患安全；
2、实现全院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消除信息孤岛；
3、加快医院现代化进程，提升医院综合竞争力；
4、提高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减轻工作负担。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通过信息化的建设来为病人创造更多价值，体现医院本质，
提升居民就医满意度≥90%

满意≥90% 无 无

29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龙岗区中医院创三甲设备购置项目 260.00 259.84 259.84 99.94% 是
项目为专用医疗设备手术显微镜，用于颅脑外科，用于解决脑肿瘤、脑血管等疾病手术治疗
。

设备2019年11月验收，2019年开展手术5例 年开展颅脑手术20例
设备2019年11月验收，2019年开展手
术5例

为患者提供颅脑手术 能开展颅脑手术 项目到位后可持续为周别居民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 目前设备投入使用，运行良好 不适用 不适用
购置设备能提升医院竞争力，更好的为周边居民提供医疗服
务

项目落成后，已投入使用，为周边居民提供医
疗服务

购买的设备要求绿色节能无环境污染
采购设备安全绿色无污
染

采购设备服务医院周别居民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无 无

30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龙岗区中医院“三名工程”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79.50 79.50 79.50 100.00% 是
项目为专用医疗设备足底压力分布测试平板系统，用于临床测评和足病辅助诊断提供临床数
据，建立三维步态生物力学实验室。

项目已建成，设备已投入使用 开展诊疗活动2000次 项目于2019年6月份验收使用

为医院多个相关科室临床测评和足底辅助诊疗提供临床数
据，也可提供客观、精确的分析数据和评价指标，为基础步
态表现研究、损伤机理研究、康复评定、神经病学研究提供
科学依据

设备已到位并开展相应诊疗活动 项目到位后可持续为周别居民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 目前设备投入使用，运行良好 不适用 不适用
购置设备能提升医院竞争力，更好的为周边居民提供医疗服
务

项目落成后，已投入使用，为周边居民提供医
疗服务

购买的设备要求绿色节能无环境污染
采购设备安全绿色无污
染

采购设备服务医院周别居民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无 无

31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龙岗区医疗卫计系统2018年及以前年度医疗设备项目 1,794.86 1,794.86 1,794.86 100.00% 是
项目为我院2018年及以前立项发改项目，采购设备投入临床使用，为周边居民提供良好医疗
服务。

项目已建成，设备已投入使用
2019年门急诊量122.46万人次，年出院人数19500人次，年手
术人数8900例，

2019年门急诊量122.46万人次，年出
院人数19500人次，年手术人数
8900例，

我院规划设置病床550张，在医院科室设置方面，根据区域人
口健康情况综合论证共设立了骨伤科、肛肠科、针灸科、推
拿科、皮肤科、妇科、儿科等十余个中医科室。医院医疗技
术力量以在全国范围内引进的在相关专业有较大影响力的高
层次人才和学科带头人为主，本科学历占60%，硕士研究生学
历占15%，博士研究生学历占5%。

设备已到位并开展相应诊疗活动 项目到位后可持续为周别居民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 目前设备投入使用，运行良好 不适用 不适用
购置设备能提升医院竞争力，更好的为周边居民提供医疗服
务

项目落成后，已投入使用，为周边居民提供医
疗服务

购买的设备要求绿色节能无环境污染
采购设备安全绿色无污
染

采购设备服务医院周别居民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无 无

32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DRG改革试点经费） 30.00 30.00 30.00 100.00% 是
1.对C-DRG接口进行补充及改造；
2.对HIS系统中C-DRG平台数据来源做质控校验。

已完成

1.针对C-DRG接口需要的280个字段升级病案首页，补充目前
没有的170个字段 2.对接目前深圳市C-DRG区域信息平台接口
的12大接口，支持和平台数据交互；

已完成
1.增加接口170个数据字段 
2.完成12个平台接口 
3.完成三大规则校验

已完成

第一阶段（7月30日前，完成前期准备工作，与平台
厂商对接基础数据）  第二阶段（10月30日前，完
成系统改造、平台对接、推广运行） 第三阶段（11
月30日前，完成项目培训、验收）

已完成

医疗费用增长与前三年增长率
呈下降趋势，次均费用、平均
住院天数比值较前降低，有效
降低患者的诊疗费用

已完成
促进医院的医疗水平不断提高，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提
高临床质量，达到同病同质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收集病区医生使用满意度情况，统计否达到预期功能效果，
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无 无

33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传染病防控） 0.30 0.30 0.30 100.00% 否
1、法定传染病报告率≥98.5%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时报告率100%

已完成
1、法定传染病报告率≥98.5%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时报告率100%

已完成
1、法定传染病报告率≥98.5%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时报告率100%

已完成 资金按进度完成使用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社会民众提高对传染病的预防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居民对社康中心服务的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无 无

34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龙岗区中医院基层名老中医药
专家传承工作室2018年建设经费）

15.00 15.00 15.00 100.00% 否
1、通过师承带教、典籍研读、临证思辨探讨、学术交流，以及学术继承人的管理及考核等
工作，以整理、推广胡教授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
2、探索其诊疗疾病经验和学术思想传承的有效方法和创新模式。

已完成 跟师次数（4天/人/月） 已完成 巡诊次数6次/年 已完成 项目进展按时完成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科研项目数（国自然1项
省自然1项）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对象满意率≥90% 满意度≥90% 无 无

35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治未病平台建设2019年经费） 33.29 33.29 33.29 100.00% 否
完善治未病服务标准，引领深圳市治未病工作，共享治未病大健康服务；借助网络平台，立
足龙岗探索治未病中医健康管理模式。

已完成 举办健康讲座完成率100% 已完成 社区健康素养宣传覆盖率100% 已完成 项目进展按时完成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健康素养水平 较上年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对象满意率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无 无

36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2018年省中医药局科研项目-
理中固肠汤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及对患者炎性因子的
影响（徐训贞））

1.00 1.00 1.00 100.00% 否 撰写、发表2篇论文。 论文已发表 论文2篇 已完成 国家级论文 已完成 按课题合同书的进度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患者的满意度
通过科研探索，改进了临床技术，提高了患者
的满意度

不适用 不适用 患者满意度提高20% 已完成 无 无

37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万名中医药骨干人才培训） 3.00 0.73 0.73 24.33% 否

1、完成6个培训基地学习考核；
2、撰写2篇中药典籍读书笔记；
3、推广1项中药优势特色技术；
4、举行1次院内专题汇报；
5、撰写论文1篇。

1、已完成3个培训基地学习考核；
2、已完成撰写2篇中药典籍读书笔记；
3、已完成推广2项中药优势特色技术；
4、已完成2次院内专题汇报和3次院外专题汇报；
5、已完成撰写论文1篇。

1、完成3个培训基地学习考核；
2、撰写2篇中药典籍读书笔记；
3、已完成撰写论文1篇。

已完成
基地考核合格率100%。

已完成 项目资金使用进展按时完成 完成率24.33% 不适用 不适用
1、专题汇报。
2、推广中药优势特色技术。

1、完成5次专题汇报。
2、已完成推广2项中药优势特色技术。

不适用 不适用
1、同事满意率≥90%　
2、患者满意率≥90%

1、同事满意率100%。
2、患者满意率90%。

未能完成全年培训计划，未使用资金申请结转至2020年使用 未使用资金已结转至2020年使用，并于2020年完成支付。

38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中医药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平
台建设）

10.00 8.25 8.25 82.50% 否
通过开展中医大讲堂、基层医疗机构巡诊、学术交流等加强对胡世平教授学术思想的整理和
总结工作，并对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打造一个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的人才
培养平台。

已完成 培养学术继承人9人 已完成 制定临床诊疗方案4个 已完成 项目资金使用进展按时完成 完成率82.5% 不适用 不适用
科研项目数（国自然1项
省自然1项）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对象满意率≥90% 满意率≥90%
中医大讲堂授课时间为2019年12月1-30日，部分授课费未能
及时支付，未使用资金申请结转至2020年使用。

未使用资金已结转至2020年使用，并于2020年3月完成支付。

39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张春华-薄氏腹针联合HCG对肾
虚血瘀型LUFS患者血清E2、LH及排卵率的影响）

1.00 0.00 0.00 0.00% 否
1、2019.1-2019.6 完成试验物品购置，进行临床病例收集、发表综述性文章1篇；
2、2019.7-2020.6 收集临床病例及进行学术、经验交流。

已发表论文1篇；已完成90例病例收集。 论文一篇，收集病例90例 已完成 按课题合同书的内容 基本完成 2019.7-2020.6 收集临床病例 病例收集2020.6已按时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相关人员参加了薄氏腹针的相关培训 提高了理论和实践能力 不适用 不适用 参加培训的人员满意度≥90% 满意度≥90%
项目执行期为2019.01.01-2021.01.01，论文待发表，未使用
资金申请结转至2020年使用。

未使用资金已结转至2020年使用，下一步将加快课题研究进
展，做好资金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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