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0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盖章）：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年度预算金额

实际支出金额

预算支出执

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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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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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人才发展专项 11 11 11 100%

1、大力引进技术骨干 Ⅱ类人才，在我院工作，实现人才“

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           

2、以人才结构优化助推我院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

已完成
向2名员工发放人才发展专项补

助11万元
已完成 支出按照年初预算执行 已完成 资金使用及时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医疗技术水平提高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补助者满意度提高 已完成

2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 （非正常营

运补助）
3255.34 3255.34 3255.34 100%

维持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非正常运营期间正常运转 ，维持财务

收支平衡，保持执业队伍相对稳定 。
已完成

3255.34万元用于发放员工工资

福利、药品材料费及其其他支出
支出按照年初预算执行 已完成 资金使用及时 已完成 医院经济效益提高 已完成 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及知名度提高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患者满意度提高 已完成

3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护士节活动 7.3 7.3 7.3 100% 提高护士工资福利待遇及幸福感 已完成 向146个护士发放补助 7.3万 已完成 护理服务逐渐优化 已完成 资金使用及时 已完成 护士工资福利提高 已完成 稳定和发展护士队伍 ，更好服务周围群众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护士满意度提高 已完成

4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基本医疗服务补助 2975.67 2975.67 2975.6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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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医疗机构主动提升诊疗

水平和服务效率

已完成
2975.67万元用于发放员工工资

福利、药品材料费及其其他支出
已完成 支出按照年初预算执行 已完成 资金使用及时 已完成 医院经济效益提高 已完成 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及知名度提高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患者满意度提高 已完成

5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 （妇幼安康

项目）
120.41 120.41 120.41 100% 积极开展妇幼项目宣传工作 ，继续为孕产妇提供服务 已完成 购置宣传用彩色打印机 、宣传板；购置孕妇学校用教具 、奖品已完成 质量合格率100% 完成 采购及时率100% 完成 收入增长情况提高 完成 关爱妇女健康，促进家庭和谐 完成

缩小宣传字画字体 ，减少纸

张浪费
完成 ≥90% 完成

6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 （医疗欠

费）
1.43 1.43 1.43 100%

解决医院医疗欠费问题 ，减轻医院负担 ，保障医疗卫生事业

的健康发展
已完成 1.43万元用于救助三无人员 已完成 补贴经费准时下达 已完成 资金使用及时 已完成

解决医院医疗欠费问题 ，减轻

医院负担
已完成 保障患者的医疗安全 ，基本医疗救治服务 ，体现社会关爱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患者满意度提高 已完成

7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简竹社区健康服

务中心修缮改造工程
340.97 340.97 340.97 100%

社康修缮改造项目 ，提升医院的医疗服务环境 ，提升医院知

名度
已完成 对1家社康中心进行修缮改造 已完成 工程质量合格

已竣工验收，

工程质量合格
按计划推进并完成工程 已完成

改善就医环境 ，提升医护人员

的办公环境舒适度及诊疗效率
已完成 提升社康中心的形象 ，方便居民就诊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社区居民就医

的满意度
已完成

8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雅兰社区健康服

务中心修缮改造工程
49.03 49.03 49.03 100%

社康修缮改造项目 ，提升医院的医疗服务环境 ，提升医院知

名度
已完成 对1家社康中心进行修缮改造 已完成 工程质量合格

已竣工验收，

工程质量合格
按计划推进并完成工程 已完成

改善就医环境 ，提升医护人员

的办公环境舒适度及诊疗效率
已完成 提升社康中心的形象 ，方便居民就诊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社区居民就医

的满意度
已完成

9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龙丹社区健康服

务中心修缮改造二期工程
26.88 26.88 26.88 100%

社康修缮改造项目 ，提升医院的医疗服务环境 ，提升医院知

名度
已完成 对1家社康中心进行修缮改造 已完成 工程质量合格

已竣工验收，

工程质量合格
按计划推进并完成工程 已完成

改善就医环境 ，提升医护人员

的办公环境舒适度及诊疗效率
已完成 提升社康中心的形象 ，方便居民就诊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社区居民就医

的满意度
已完成

10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吉厦社区健康服

务中心迁址修缮工程
20.12 20.12 20.12 100%

社康修缮改造项目 ，提升医院的医疗服务环境 ，提升医院知

名度
已完成 对1家社康中心进行修缮改造 已完成 工程质量合格

已竣工验收，

工程质量合格
按计划推进并完成工程 已完成

改善就医环境 ，提升医护人员

的办公环境舒适度及诊疗效率
已完成 提升社康中心的形象 ，方便居民就诊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社区居民就医

的满意度
已完成

11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家庭卫生服务项目补助 119.8 119.8 119.8 100%

提升家庭医生团队医务人员服务能力的专业培训支出 ；提高
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绩效待遇 ；从事家庭医生服务工作人员

的工资及其它维持项目开展的经费支出 ；保障基层医疗机构

家庭医生服务项目的开展和运行 。

预算支出执行率 100%，已
完成当年绩效目标

家庭医生助理培训次数 2次；建
立家庭病床数 2张；家庭医生签

约数5.26万人

已完成 培训合格率100% 已完成 项目均在2020年年底前完成
预算执行率
达到100%

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提高
家庭医生服务质量 ，居民满意

度，签约医保居民人数增加 。

已完成
进一步满足社区居民卫生服务需求 ，促进形成“首诊在社区，大 病进
医院、康复回社区”有序就医模式。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居民满意度达到 90% 已完成

12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基本药物补助 7.34 7.34 7.34 100%

根据《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 》、国家基本

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基本药物处方集 ，加强合理用药管理 ，

确保规范使用基本药物 。

已完成 资金使用率100% 已完成 规范使用基本药物 已完成 预算执行率100% 已完成
有效降低居民基本药物用药的

负担
已完成 保障和满足辖区内居民基本药物的需求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社区居民就医

的满意度
已完成

13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 (公共卫生强

化项目)
24.08 24.08 24.08 100% 100%完成项目资金使用 已完成 资金使用率101% 已完成 支出按照年初预算执行 已完成 预算执行率101%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辖区居民健康水平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者满意提高 已完成

14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 (国家免疫耗

材及服务)
73.97 73.97 73.97 100%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 ≥90% 已完成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 ≥

90%
已完成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

按质完成
已完成 预算执行率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辖区患者提供标准化服务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逐步提高计免门诊

的满意度
已完成

15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 (食源性疾病

监测工作经费 )
1.29 1.29 1.29 100%

按照市级要求，做好院内社康中心食源性疾病网络监测报告

项目服务工作，要求100%上报，及时率100%

预算支出执行率 100%，已

完成当年绩效目标

按照市级要求 ，做好院内社康中

心食源性疾病网络监测报告项目

服务工作

完成 上报率100%，及时率100% 完成 预算执行率达到 100% 完成
避免辖区内因为食源性疾病蔓

延导致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完成 提高居民对健康部门防控工作的认可 ，提高居民满意度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90% 完成

16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 (公共卫生防

控)
1.48 1.48 1.48 100%

及时把握疫情流行趋势 ，对全院全员进行培训 、实操演练

100%；医务人员个人防护知识知晓率 ≥95%；各社康100%建

立应急预案，100%进行实操演练

已完成 购置防护服10件，采样管5000支 完成 质量合格率100% 完成 采购及时率100% 完成
无因防控不力 ，导致院内医护

感染产生的人工及医疗费用
完成 防控得力，群众知晓如何防控当季传染病 ，减少医疗方面支出 完成

预防公共卫生事件 ，提供优

质人文生态环境 ，无产生大

量医疗垃圾

完成 ≥90% 完成

17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 (社区健康指

标自助检测点设置 )
5 4.95 4.95 99% 完成社区健康指标自助检测点设置 已完成 购买一台设备 4.95万元 已完成 完成设备的质量验收 已完成

经费使用符合政策规定 ，在

规定时限内完成经费使用进

度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辖区居民健康水平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社区居民就医

的满意度
已完成

18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基本公共卫生项目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相关经费 )
143.5 143.5 143.5 100% 完成率100% 已完成 防疫物资供求率 100% 采购物资合格率 100%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监控全覆盖、给医护及患者提供安全环境 已完成 对周边环境无不良影响 已完成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

对该项目满意度
已达标

19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基本公共卫生项目 2492.86 2492.86 2492.86 100%

通过贯彻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免费为辖区内所

有居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 ，对其健康问题实施重点

干预，减少主要健康危害因素 ，有效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及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 ，提高全体居民健康水平 。加强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体系和机制建设 ，提升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同时，进一步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逐步均等化，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

已完成当年绩效目标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每个社康中

心完成9场咨询活动，12场讲

座；孕产妇健康管理 ；老年人健
康管理；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 ；

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管理 ；肺结核患者

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

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97898份；8家
社康中心共完成 94场讲座，86场

活动；完成老年人健康管理 2423

人；纳入管理高血压患者

2934人；纳入管理糖尿病患者
1374人；辖区内按照规范要求进

行管理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242

人；65岁以上接受中医药健康管

理服务老人数 2423，辖区内按照
月龄接受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的

0-36个月儿童数7816。

建档率75%；儿童健康管
理率≥90%；产后访视率

≥90%；老年人健康管理

率67%；糖尿病患者规范

管理率60%；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规范管理率 ：≥

80%；老年人中医药健康

管理率45%，0-6岁儿童中

医药健康管理率 ；协管信
息报告率100%；协管巡查

每家开展不少于 2次45%；

已完成
为经常性工作，全年持续开
展。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健康档案动态使用率 60%；高血压患者管理人群血压控制率 40%；糖尿
病患者管理人群血压控制率 4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居民满意度；医务
人员满意度

90%

20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艾滋病防治专项 (母婴阻断项目) 9.42 9.42 9.42 100%
追加指标，艾滋病母婴传播率 ＜2%，先天梅毒发病率 ≤

50/10万活产，乙肝母婴传播率 ＜2

预算支出执行率 100%。已

完成当年绩效目标

孕产妇艾滋病 /梅毒/乙肝检测率

均100%
完成

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

播率均为0%
完成

完成产妇艾滋病 /梅毒/乙肝

母婴传播率减少
已完成

无相应指标，满足辖区孕产妇

筛查需要
完成

通过积极有效的艾滋病预防控制措施 ，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和病人 ，

有效控制性传播 ，提高各人群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 ，降低重点人群的

新发感染率，降低艾滋病病死率 ，提高感染者和病人生存质量 ，不断
减少社会歧视，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90% 完成

21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 (2020年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

系建设中央补助资金 （直达资金）

20.31 20.31 20.31 100% 完成率100% 已完成 防疫物资供求率 100% 采购物资合格率 100%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监控全覆盖、给医护及患者提供安全环境 已完成 对周边环境无不良影响 已完成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

对该项目满意度
已达标

22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疫情防控 199.84 199.84 199.84 100% 完成率100% 已完成 防疫物资供求率 100% 采购物资合格率 100%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监控全覆盖、给医护及患者提供安全环境 已完成 对周边环境无不良影响 已完成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

对该项目满意度
已达标

22 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防控一线工作 （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

支出）
65.23 65.23 65.23 100% 完成率100% 已完成 核定发放疫情防控金额 100% 按时发放人员补助 100%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对周边居民及疫情防控影响程度 已完成 对周边环境无不良影响 已完成

疫情防控工作人员

对疫情补助的接受

程度

已达标

数量、质量、时效、社会效益、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均为必填项 ，不能不填或直接填不适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