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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单位概况

一、单位职责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隶属于黑龙江省中医

药管理局部门，主要职责是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供医疗、

康复、预防、保健等相关社会服务，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提

供临床教学服务。

医院承担中医药临床医疗、医学教育、医学科研任务.

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供医疗、康复、预防、保健等相关社

会服务。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提供临床教学服务。医院以人

才建设为根本，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医疗质量为生命，坚

持中医发展方向，加强重点学科、专科（专病）建设，弘扬

中医药文化，实现医疗、教学、科研与人文素质共同提升。

二、单位机构设置

本单位有内设机构 35个，分别为：

1. 管理科室：办公室，下设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

行风办公室、信息网络科、病统质控科；人事部；财务部；

组织部；宣传部（统战、团委）；工会；监察审计部，下设

纪检监察室、审计室；医务部，下设科教科、住院部、门诊

部、第一门诊部、第二门诊部、电力有限公司卫生所；护理

部；医保物价科；感控科；设备科；采购部；后勤综合部，

下设保卫科、总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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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床科室：急诊科；内科，下设内一科（心血管内

科、肾内科）、内二科（心血管内科、ICU科）、内三科（神

经内科）、内四科（呼吸内科）、内五科（消化内科）、内

六科（内分泌科、老年病科）、内七科（血液透析科）、内

八科（老年医学科）；外科，下设外一科（普外科）、外二

科（泌尿外科）、外三科（骨外科）；针灸推拿科，下设针

推一科（针灸科、脑病科）、针推二科（推拿科）；康复科；

麻醉手术科；妇产科；儿科；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皮

肤科；感染性疾病科；体检科。

3. 医技科室：医学影像科，下设 DR室、CT室、MRI

室；物理诊断科，下设超声医学科、心电室；检验科；病理

科；输血科；药剂科；营养科。

三、单位人员构成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单位编制总数为 300

人。其中：行政编制 0个，事业编制 300人。实有在编人员

191人，其中：在职人员 191人，离退休人员 0人。与上年

预算相比，实有人数增加 4人，其中：在职人数增加 4人，

离退休人数增加 0人。

第二部分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单位 2021年部门

预算公开报表

一、收支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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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总表

三、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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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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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本单位没有使用“三公”经费安排的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本单位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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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项目支出表

十、项目支出绩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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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单位 2021年部门

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收支总表的说明

2021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单位收入总预

算 13,447.44万元，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35万元、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13009.61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2.83万元；

支出总预算 13,447.44 万元，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4.33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2887.84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05.28 万元。比上年预算相比，增加 12,821.83 万元，主要

原因是 2021年我单位正式纳入财政预算，2020年仅就财政

拨款纳入预算。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

属第三医院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二、关于收入总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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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单位收入预算

13,447.4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35万元，占 3.23%；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13,009.61万元，占 96.75%，上年结转结

余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83万元，占 0.02%.

三、关于支出总表的说明

2021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单位支出预算

13,447.4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699.76万元，占 42.39%；

项目支出 7,747.68万元，占 57.61%。

四、关于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的说明

2021 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单位财政拨款

收入预算 437.83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187.78 万元，主要

原因是人员补助经费减少。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37.83

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437.83 万元，其中，卫生健康支出

437.83 万元。

五、关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2021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单位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437.8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350万元，项目支出

87.83万元。

1、210卫生健康支出 437.83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22.83

万元，增长 5.5%，主要原因是上年结转结余 2.83 万元以及

新增中医药专项 20万元导致。

六、关于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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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单位一般公共

预算基本支出 350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350万元，公用经

费 0万元。

1、301工资福利支出 350万元，与上年预算持平，增长

0%，主要原因为我单位人员经费自 2019 年起，5 年内财政

定额拨款 350万元。

七、关于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的说明

2021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单位一般公共

预算“三公”经费支出 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万

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万元，

公务接待费 0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减少）0 万元，主要

原因是：本单位为财政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无财政拨付的三

公经费。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2021年预算安排 0万元，

比上年预算增加（减少）0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单位财政差

额拨款事业单位，无财政拨付的三公经费。

（二）公务接待费。2021年预算安排 0万元，比上年预

算增加（减少）0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单位财政差额拨款事

业单位，无财政拨付的三公经费。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2021年预算安排 0万元，

比上年预算增加（减少）0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减少）0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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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无财政拨付的三公经费；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 0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减少）0 万元，主要

原因是本单位财政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无财政拨付的三公经

费。

八、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本单位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为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十、关于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单位采购预算

总额 1853.46 万元，其中：货物类预算 1471.46 万元、工程

类预算 382 万元、服务类预算 0 万元。

十一、关于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末，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单位

共有房屋 19201.57 平方米，车辆 5 台，单价 50 万元（含）

以上设备 24 台。

十二、关于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的说明

2021 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单位实行绩效

目标管理的项目 26 个，涉及预算金额 13447.44 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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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1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和《2021 年部门预

算编 制手册》，对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 年省本

级部门预算 中相关名词解释如下：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用一般预算收入安排的

预 算单位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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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附属单位缴款”等之外取得的收入。

四、2100202（功能科目类级编码）中医（民族）医院

（功能科目类级名称）：反映卫生健康、中医部门所属的中

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的支出。

五、2100408（功能科目类级编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功能科目类级名称） 公立医院改革取消药品差价补助。

六、2100601（功能科目类级编码）中医（民族医）药

专项（功能科目类级名称）：反映中医（民族医）药方面的

专项支出。

七、绩效目标：是预算绩效管理对象计划在一定期限内

达到的产出和效果，包括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是绩效执行监控、绩效自评价和再评价等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