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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概况

（一）部门职责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位于龙岗中心城区，成立于 1993

年，是一所集急救、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

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第二

附属医院、龙岗区人民医院集团牵头单位。医院占地面积近

6 万平方米，业务用房建筑面积达到约 10 万平方米，在建面

积 6 万平方米，规划二期扩建面积 20 万平方米。编制病床

738 张，实际开放病床 718 张。

（二）机构设置

医院医疗业务科室设置齐全，分设内科（心血管内科、

消化内科、肾内风湿科、肿瘤内科、血液内科、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内分泌代谢科、神经内科）、外科（普通外科、

骨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心胸外科、烧伤整形科）、妇

科（含中西医结合妇科）、产科、儿科（含新生儿科）、全

科医学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麻醉科、中医科、康

复医学科、介入医学科、皮肤科、急诊医学科、疼痛科、健

康管理中心（含体检部、干部保健部）、药剂科、影像科、

超声医学科、临床检验与实验中心、病理科、输血科、心电

诊断中心、营养科等 42 个临床医技科室。急诊科提供以病

人为中心、专科围绕患者转的一站式救治模式，承接深圳东

部多个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救治工作。医院下设社区健康服务

中心 14 家，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门诊 1 家，医联体 44 家，

覆盖龙岗整个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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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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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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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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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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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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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1.2020 年度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我院结合项目预算执行和绩效完成

情况，对 2020 年我院所有 60 项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项

目全部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0,217.36

万元（不含基本支出），其中涉及政府投资项目 5 项，涉及

金额 1,503.41 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上述项目支出绩效

情况较为理想，基本达到了项目申请时所设定的各项绩效目

标。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受疫情影响，我院孕期地贫筛查人

数、分娩新生儿数、建立家庭病床数等有所下降，导致未能

完全实现绩效目标，未完成完整预算支出，我院针对上述问

题积极进行整改，进一步加强了免费地贫筛查的宣传力度，

并将家庭病床数的任务目标下达至各社康中心；二是区科研

课题项目由于执行期为三年导致预算执行率偏低，我院已建

议上级部门在以后年度根据区科研课题经费分年度下达预

算，以解决相关预算执行率偏低的问题。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我院结合项目预算执行和绩效完

成情况，对 2020 年我院所有 10 项涉及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的项目全部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5,126.55 万元，其中涉及政府投资项目 5项，涉及金额 2,887

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上述项目支出绩效情况较为理想，

基本达到了项目申请时所设定的各项绩效目标，未发现需要

进行整改的相关问题。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我院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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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具体自评情况详见附表《2020 年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

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情况公开表》。

三、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 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总收入决算数为 112,400.77 万元，同比去年

109,569.68 万元增加 2,831.09 万元，增幅为 2.6%；总支出

决算数为 115,627.61 万元，同比去年 106,017.1 万元增加

9,610.51 万元，增幅为 9.1%。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我院收入决算数为 112,400.77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35,834.03 万元，占 31.9%；事业收入 73,636.82 万元，占

65.5%；其他收入 2,929.93 万元，占 2.6%。与 2019 年决算

数相比，收入增加 2,831.1 万元，其中：

1.财政拨款收入同比增加 10,550.02 万元，增长 41.7%，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30,707.49 万元，同比增加

5,423.47 万元，主要是年中追加基本医疗服务补助（补缴社

保）5,386.5 万元；2020 年新增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抗

疫特别国债、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5,126.55 万元；

2.事业收入同比减少 2,410.75 万元，下降 3.2%，主要

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度我院主要业务指标较去年

同期均有明显下降，其中：医疗收入 73,598.08 万元,比 2019

年 75,872.36 万元减少 2,274.28 万元，下降 3%；门急诊人

次 1,470,317 人次，同比下降 10.8%；出院者占用总床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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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37 床日，同比下降 28.8%；手术总次数 19,581 例，同

比下降 17.6%；

3.其他收入减少 5,308.17 万元，下降 64.4%，原因一是

2019 年度的其他收入中，包含金控指标 5,042.73 万元，由

于金控指标不走国库，因此未作为财政拨款收入，而作为其

他收入；二是 2020 年度利息收入 631.11 万元，同比增加

212.08 万元。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院支出决算数为 115,627.6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4,120.16 万元，占 38.2%；项目支出 71,507.45 万元，占

61.8%。与 2019 年决算数相比，支出增加 9,610.51 万元，

增长 9.1%，其中：

1.基本支出为 44,120.16 万元，同比减少 2,136.67 万

元，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我院2020年医疗收入仅为73,598.08

万元,比 2019 年减少 2,274.28 万元，下降 3%，导致发放的

职工奖励性绩效工资减少，工资福利支出同比减少 2,373.23

万元；

2.财政项目拨款支出为 35,343.84 万元，同比增加

11,186.26 万元，主要是基本医疗服务补助增加 6,216.4 万

元（含补缴社保 5,386.5 万元），基本公卫增加 2,600.17

万元，新增疫情防控经费 1,588.17 万元，新建发热门诊 670

万元；

3.自筹资金的项目支出为 36,163.95 万元，同比增加

560.92 万元，主要是我院 2020 年新增九价宫颈癌疫苗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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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导致自筹部分的专用材料费增加 5,240.02 万元，同

时，由于我院 2019 年为满足三甲评审要求，基础建设投入

较大，因此 2020 年自筹部分的资本性支出同比减少了

4,684.46 万元。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我院财政拨款收入决算数为 35,834.03 万元，同比去年

增加 10,550.02 万元，增幅为 41.7%；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

为 35,834.03 万元，同比去年增加 10,550.02 万元，增幅为

41.7%；年末结转结余为 0，主要是 2020 年年中追加一般公

共预算项目-基本医疗服务补助（补缴社保）的财政拨款

5,386.5 万元；新增政府性基金预算（抗疫特别国债、政府

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财政拨款 5,126.55 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院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决算数为 30,707.49 万

元，与年初预算数 21,702.9 万元的差额为 9,004.59 万元，

差异率为 41.5%。主要原因是 2020 年年中追加下达了基本医

疗服务补助（补缴社保）5,386.5 万元，基本建设支出 1,504.4

万元（发热门诊、智慧医院等项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862.49 万元，国家免疫耗材及服务 297.56 万元。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院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数为 490.19

万元，占比 1.6%。其中社康中心租赁费 169.1 万元,离退休

人员经费 321.09 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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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说明

我院 2020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245.35 万元，

与全年预算数 245.35 万元持平，无增减变动。其中：因公

出国（境）费决算数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45.35

万元，公务接待费 0 万元。与 2019 年决算数相比，“三公”

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数增加 243.41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 245.35 万元，是用于新购买 3 辆救护车的支出。

1.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与全年预算数 0 万元持平，

无增减变动，比 2019 年决算数减少 1.94 万元，是因为 2019

年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安排 1 人次赴台湾地区进行医疗卫生

服务、管理体系交流，2020 年未再安排。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45.35 万元，与全年预算数

245.35万元持平，无增减变动，比2019年决算数增加245.35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245.35 万元，与全年预算数

245.35 万元持平，无增减变动，比 2019 年决算数增加 245.35

万元，是因为我院于 2020 年新购 3 辆救护车；公务用车运

行费 0 万元，与全年预算数 0 万元持平，无增减变动，与 2019

年决算数持平，无增减变动，主要原因是我院公务车保有量

为 0 辆，未安排公务用车运行费。

3.公务接待费 0 万元，与全年预算数 0 万元持平，无增

减变动，与 2019 年决算数持平，无增减变动，主要原因是

厉行节约，严控公务接待范围和标准，未安排预算。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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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为 5,126.55 万元，

同比去年增加 5,126.55 万元；支出为 5,126.55 万元，同比

去年增加 5,126.55 万元，均为项目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中，包括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收入安排的

支出 1,507 万元，其中：南方医院消化中心设备购置项目 317

万元、卫计系统 2018 年及以前年度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1,190

万元；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3,619.55 万元，其中：公

共卫生体系建设 1,380 万元（南方医院消化中心设备购置项

目 380 万元、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购置项目 510 万元、3.0T

医用磁共振成像设备购置项目 490 万元）、其他抗疫相关支

出 2,239.55 万元。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为 0。

（十）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我院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 万元，与年初预算数 0 万元持

平，无增减变动，与 2019 年支出决算数持平，无增减变动，

主要原因是机关运行经费为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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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属于该经费预算安排范围。

2.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6,742.01 万元，其

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3,820.92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67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2,251.09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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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金额 3,241.71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48.1%，其

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1,266.1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

总额的 18.8%。

3.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共有车辆 15 辆，其中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7 辆、其他用车 8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一

般公务用车；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18 台/套（含车辆 6

台），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98 台/套。

4.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特殊事项

一是部门决算情况说明中所涉及的金额单位为万元（精

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因“四舍五入”可能造成总额与分项

金额存在细微误差。

二是我院决算报表中，漏填了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

备和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数量，实际单价 50 万元以

上通用设备为 18 台/套（含车辆 6 台），单价 100 万元以上

专用设备数量为 98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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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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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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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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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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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反映政府医疗卫生

与计划生育管理方面的支出。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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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住房保障支出：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

（十七）其他支出：反映不能划分到上述功能科目的其

他政府支出。

附件：2020 年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部门预算项目绩效

自评情况公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