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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单位职责

南通市肿瘤医院，暨南通市第五人民医院，南通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是一所全民所有制的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2010年通过评审，取得

“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资格，2021年南通市癌症防治中心落户医院，

成为江苏省首个地市级癌症防治中心。

医院集医、教、研、防、康于一体，是国际抗癌联盟（UICC）成员

单位、国家癌症中心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定点单位、国家癌症中心临

床大数据平台建设单位、全国肿瘤医院专科联盟首批成员单位、江苏省

肿瘤防治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南通市肿瘤防治联盟理事长单位、南通市

抗癌协会理事长单位，南通市病理质控中心、南通市肿瘤质控中心、南

通市麻醉质控中心挂靠单位。肿瘤专业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物临床试验资格认证。医院承担南通大学病理学和临床肿瘤学的本科生

和研究生专业课教学任务。全院获得教授、博导、硕导、讲师资格40余

人，编辑出版了中国科学院规划肿瘤学系列教材并公开发行。医院还承

担南京医科大学、苏州大学等六所院校的医疗、影像、放射医学、检验、

药学、麻醉等专业研究生、本科生及大中专生的带教及临床实习任务。

二、机构设置

医院由位于通州区平潮镇的北院和主城区的南院组成，占地面积

8.89万m2，建筑面积8.59万m2。医院核定床位1200张，设有临床、医技科

室近30个，其中放疗科、病理科、肿瘤内科、麻醉科为省临床重点专科；

放疗科、病理科为市临床医学中心；肿瘤内科、麻醉科为市临床医学中

心建设单位；实验肿瘤学、专科护理学（肿瘤）、放射诊断学、泌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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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血液病学（淋巴瘤）、耳鼻咽喉学、普通外科学（胃肠外科）为

市医学重点学科；胸外科、肿瘤治疗学（妇科）、放射治疗学（物理技

术）为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单位；实验诊断学为南通市医学创新团队；

消化病学（肿瘤）为南通市医学创新团队建设单位；消化内科、血液淋

巴瘤科、乳腺科等14个科室为市临床重点专科；呼吸内科、核医学科、

介入科为市临床重点建设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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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年部门预算表

收支总表
单位公开表 1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7503.00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卫生健康支出 117613.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住房保障支出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五、事业收入 105901.00

六、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七、上级补助收入

八、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九、其他收入 5594.00

本年收入合计 118998.00 本年支出合计 117613.00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1385.00

上年结转

收 入 总 计 118998.00 支 出 总 计 1189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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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总表

单位公开表 2

单位：万元

科 目

合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拨款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拨

款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财

政拨款

事业收入

事业

单位

经营

收入

上级

补助

收入

附属单

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使用

非财

政拨

款结

余

科目

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其中：

教育

收费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18998.00 7503.00 105901.00 5594.00

21002 公立医院 118998.00 7503.00 105901.00 5594.00

2100299 其他公立医院 118998.00 7503.00 105901.00 5594.00

合 计 118998.00 7503.00 105901.00 55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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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总表
单位公开表 3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

支出

事业单位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17613.00 113713.40 3899.60

21002 公立医院 117613.00 113713.40 3899.60

2100201 其他公立医院 117613.00 113713.40 3899.60

合 计 117613.00 113713.40 38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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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公开表 4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7503.00 一、本年支出 7503.00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7503.00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卫生健康支出 7503.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三）住房保障支出

二、上年结转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二、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7503.00 支 出 总 计 75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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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公开表 5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目 2021 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年初预算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0 卫生健康支出 7503.00 3603.40 3899.60

21002 公立医院 7503.00 3603.40 3899.60

2100201 综合医院 7503.00 3603.40 3899.60

合 计 7503.00 3603.40 38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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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单位公开表 6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101 工资福利支出 2177.30 2177.30

10101 基本工资 2177.30 2177.30

102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426.10 1426.10

10201 离休费 242.70 242.70

10202 退休费 1183.40 1183.40

合 计 3603.40 36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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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公开表 7

单位：万元

注：本单位 2021年部门预算中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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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单位公开表 8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2021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 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 计

注：本单位 2021年部门预算中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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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单位公开表 9

单位：万元

2021年预算数

合 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 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注：本单位 2021年部门预算中没有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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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单位收支总表的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支出包括：

卫生健康支出。本单位 2021年收支总预算 118998.00万元。

二、关于单位收入总表的说明

本单位 2021年收入预算 118998.0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

入 7503.00万元，占 6.31%；事业收入 105901.00万元，占88.99%；其他收

入 5594万元，占 4.70%。

三、关于单位支出总表的说明

本单位 2021年支出预算 118998.0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13713.40

万元，占 95.56%；项目支出 3899.60万元，占 3.28%；结转下年 1385.00

万元，占 1.16%。

四、关于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的说明

本单位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7503.00万元，收入包括：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7503.00万元；支出包括：卫生健康支出 7503.00万元。

五、关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本单位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7503.00 万元，比 2020年执

行数增长 2.02万元，基本与上年执行数持平。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本单位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7503.00万元，其中：卫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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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支出 7503.00万元，占100%。

六、关于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的说明

本单位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3603.4 万元，其中：人员经

费 3603.40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离退休费等。

七、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情况。

2021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10405.0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

算8085.0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1680.0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640.00万元。

（二）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单位共有车辆4辆；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

设备8台（套）；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57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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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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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单位开展医疗及科研教学活动取得的收入等。

（三）其他收入：指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如从地方政府获得的补助等。

（四）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预计用非财政拨款结余资金弥补

本年度收支差额的数额。

（五）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

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指单位离退休人员经费。

（七）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综合医院（项）：

指综合性医院开展医疗业务活动等方面支出。

（八）结转下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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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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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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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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