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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及省市有关卫生和计划生育、中医药事

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法组织实施有关标准和技

术规范；拟订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相关

规划、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参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负责

协调推进全市医疗保障，统筹规划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

资源配置，组织指导区域卫生和计划生育规划的编制和实

施。 

2.负责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制定全市疾病预防控制规

划、免疫规划、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

施并组织实施，协调有关部门对重大疾病实施综合防控与干

预，制定全市卫生应急和紧急医学救援预案、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监测和风险评估计划，组织指导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 

3.组织开展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

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相关监测、调查、

评估和监督，负责传染病防治监督。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风险评估和预警工作。 

4.负责组织拟订并实施全市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



 

 - 4 - 

妇幼卫生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指导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

妇幼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

均等化，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和乡村医生管理制度。 

5.负责全市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全行业监督管理，组织

实施医疗机构及其医疗服务、医疗技术、医疗质量、医疗安

全等有关政策、规范、标准，会同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国家、

省、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准入、资格标准，组织实施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执业规则和服务规范；建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评

价和监督管理体系。 

6.负责组织推进全市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公益性为导向

的绩效考核和评价运行机制，建设和谐医患关系，提出医疗

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的建议。 

7.组织实施国家药物政策，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及省药品增补目录，执行国家和省基本药物

采购、配送、使用的管理制度和有关政策措施。 

8.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生育政策，组织实施促进出生人口

性别平衡的政策措施，组织监测计划生育发展动态，提出发

布计划生育安全预警预报信息建议。建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依法规范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工作。落

实优生优育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政策措施，推动实施计划

生育生殖健康促进计划，降低出生缺陷人口数量。 

9.组织推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和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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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机制，组织实施国家和省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计划生育特

殊困难家庭扶助等制度，负责协调推进有关部门、群众团体

履行计划生育工作相关职责，促进计划生育与经济社会发展

政策的衔接配合，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措施。 

10.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并组织落实，

推动建立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工

作机制。 

11.组织拟订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人才发展规划，指导

卫生和计划生育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全科医生等急需紧缺专

业人才培养，建立完善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并组织实施。 

12.组织拟订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科技发展规划，组织

实施卫生和计划生育相关科研攻关项目。组织开展毕业后医

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工作。 

13.规范卫生和计划生育综合监督执法行为，负责法律

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组织查处违法行为。监督落实

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14.负责卫生和计划生育宣传、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

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依法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参与全市人口

基础信息库建设。组织开展对外援助和国际交流合作，开展

与港澳台的交流合作。 

15.负责全市中医药工作，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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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药资源的保护、研究、开发和合理利用。 

16.拟订全市保健工作规划、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市

保健委员会确定的保健对象的医疗保健工作；承担重要会议

和重大活动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17.承担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市人口与计划生育领

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18.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荣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部门决算

包括：局本级决算、局属事业单位决算。 

纳入荣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7 年度部门决算编制范

围的预算单位 35 个，包括： 

1、局机关决算（一级预算单位主管部门） 

2、局属事业单位决算（二级预算单位）。 

荣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荣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荣成市卫生学校 

荣成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荣成市人民医院 

荣成市中医院 

荣成市妇幼保健院 

荣成市人和中心卫生院 

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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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俚岛中心卫生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 

荣成市康宁医院 

荣成市整骨医院 

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 

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 

荣成市虎山镇黄山卫生院 

荣成市大疃镇卫生院 

荣成市俚岛镇马道卫生院 

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 

荣成市夏庄镇卫生院 

荣成市寻山街道卫生院 

荣成市崂山街道卫生院 

荣成市东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荣成市第三人民医院 

  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 

荣成市成山镇龙须岛卫生院 

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荣成市港湾街道卫生院 

荣成市东山街道中心卫生院 

荣成市斥山街道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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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王连街道卫生院 

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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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7 年度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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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17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          

和重要事项说明 

一、2017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7 年度收、支总计 134070.53 万元，与 2016 年相比，

收、支总计各增加 36750.54 万元，增长 37.76%。主要是理

顺石岛管理区和好运角旅游度假区所辖医疗卫生单位管理

体制，由卫计局统一管理，2017 新增决算填报单位 10 处，

导致收、支增幅较大。 

图一：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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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决算情况 

本年收入合计 133817.85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30022.13 万元，占 22.44%；事业收入 103795.72 万元，占

77.56%;无上级补助收入、其他收入。 

图二：收入决算结构 

事业收入

78%

财政拨款收入

22%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三）支出决算情况 

本年支出合计 132159.80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17575.60 万元，占 88.96%；项目支出 14584.20 万元，占

11.04%。 

图三：支出决算结构 

基本支出

89%

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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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30022.13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29992.13 万元，占 99.90%；政府性

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30 万元，占 0.1%；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

结余 0 万元，占 0%。与 2016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各增加 5065.54 万元，增长 20.30%。主要是财政决算新增

10 处单位、基本公共卫生补助标准提高及计划生育各种奖励

扶助补助人数增加。 

           图四：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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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9992.13 万元，

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99.9%。与 2016 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支出增长 5035.54 万元，增长 20.18%。主要是财政决



 

 - 13 - 

算新增 10 处单位、基本公共卫生补助标准提高及计划生育

各种奖励扶助补助人数增加。 

图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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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9992.13 万元，

主要用于以下方面：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支出 610.37

万元，占 2.0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支出 29225.47

万元，占 97.44%；住房保障（类）支出 156.29 万元，占 0.52%。 

图六：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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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29603.5 万元，支出决算为 29992.1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1.31%。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新增中医院改建项

目中央补助资金。其中：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项），主要反映用于行

政事业单位退休一次性补贴支出。支出决算为 386.27 万元，

年初无此项预算，决算数大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此项经费

是年中追加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一次性补贴支出。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主要反映用于行政事

业单位社会保障缴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237.2 万元，支出决

算为 224.1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4.48%。决算数小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初预算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比实际基数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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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款） 

行政运行（项），主要反映用于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行

政机构运行经费。年初预算为269.7万元，支出决算为304.4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2.90%。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

原因是因政策调整，增加人员经费。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主要反映用于行政单位未单

独设置顶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年初预算为 71 万元，支

出决算为 7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年初预

算数持平。 

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支出（项），主要反

映用于局机关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支出。年初

预算为 428.2 万元，支出决算为 380.64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88.89%。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卫生室人

员补助经费比预算减少 2 人。 

公立医院（款） 

中医（名族）医院，主要反映用于局属的中医院支出。

支出决算为 1110 万元，年初无此项预算，决算数大于预算

数的主要原因是此项经费是 2017 年新增中医院改建项目中

央补助资金。 

传染病医院（项），主要反映用于局属传染病医院的支

出。年初预算为 38 万元，支出决算为 38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100%。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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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立医院支出（项），主要反映用于局属公立医院

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1266 万元，支出决算为 1266 万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持平。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款） 

乡镇卫生院（项），主要反映用于局属乡镇卫生院的支

出。支出决算为 25.3 万元，年初无此项预算，决算数大于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此项经费是 2017 年新增乡镇卫生院国

医堂省级补助资金。 

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项），主要反映用于局属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11683 万元，支出决

算为 10669.3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1.32%。决算数小于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部分补助资金用债务还本资金安排。 

公共卫生（款）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项），主要反映用于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1630.75 万元，支出决算为 1803.1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0.57%，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

原因是 2017 年追加疾控大楼建设补助资金。 

卫生监督机构（项），主要反映用于卫生监督机构的支

出。年初预算为 303.4 万元，支出决算为 312.5 万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 103%。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新招考职

工人员经费增加。 

妇幼保健机构（项），主要反映用于妇幼保健机构的支

出。年初预算为 565.2 万元，支出决算为 770.2 万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 136.27%。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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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妇幼保健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保障工程省级补助资金。 

应急救治机构（项），主要反映用于应急救治机构的支

出。年初预算为 75 万元，支出决算为 75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100%。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持平。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主要反映用于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3340 万元，支出决算为 3314.1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9.23%。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

因是省级补助资金实际到位金额比预算数小。 

重大公共卫生专项（项），主要反映用于重大公共卫生

项目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401.75 万元，支出决算为 591.1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47.14%。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

原因是年中追加中央重大公共卫生项目补助资金。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其他医疗保障支出（项），主要反映用于其他医疗保障

方面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108.7 万元，支出决算为 102.9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4.69%，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

因是年初预算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比实际基数高。 

计划生育事务（款） 

计划生育服务（项），主要反映用于计划生育服务项目

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3323 万元，支出决算为 3241.84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97.56%。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实

际项目补助人数比年初预算少。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项），主要反映用于其他计划

生育事务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5488 万元，支出决算为 4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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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9.31%。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

因是城乡独生子女和计划生育困难家庭救助项目，因核对数

据，2017 年未支出，结转 2018 年支出。 

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款） 

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项），主要反映用于其

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项目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213.70 万

元，支出决算为 248.4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6.26%。决

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 

（4）住房保障支出（类） 

住房改革支出（款） 

住房公积金（项），主要反映用于住房公积金缴费支出。

年初预算为 160.9 万元，支出决算为 156.29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97.13%，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初预算

缴费基数比实际缴费基数高。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

15457.93 万元，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具体情况如

下： 

人员经费 8253.64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4910.06

万元、津贴补贴 562.52 万元、奖金 108.3 万元、其他社会

保障缴费 383.89 万元、绩效工资 373.51 万元、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784.58 万元，职业年金缴费 113.93 万

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53.36 万元、抚恤金 1.49 万元、生

活补助 0.99 万元、医疗费 1.03 万元、住房公积金 4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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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购房补贴 197.91 万元、采暖补贴 7.31 万元、物业服

务补贴 14.16 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92 万

元。 

公用经费 7204.29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31.36 万元、

印刷费 7.7 万元、手续费 7.63 万元、水费 51.53 万元、电

费 107.98 万元、邮电费 37.47 万元、取暖费 146.98 万元、

物业管理费 17.86 万元、差旅费 14.39 万元、维修（护）费

149.49 万元、租赁费 46.67 万元、培训费 11.55 万元、公务

接待费 2.25 万元、专用材料费 4839.47 万元、劳务费 156.93

万元、委托业务费 1260.72 万元、工会经费 83.19 万元、福

利费 12.48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9 万元、其他交通

费用 36.69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07.96 万元、办公

设备购置 22.61 万元、专用设备购置 32.16 万元、信息网络

及软件购置更新 3.8 万元。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2017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 30 万元，

本年支出 3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 万元。支出具体情况

如下： 

其他支出（类）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

支出（款）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项）。主

要反映用于发生急重危伤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无力

支付相应费用的患者支出。支出决算为 30 万元，年初无此

项预算，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此项目为 2017 年

根据实际发生情况追加的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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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

况 

1、“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及增减变动原因 

荣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数为 31.22 万元（含局机关及 4个所

属预算单位），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5.92 万元，公务接待费 5.3 万元。 

2017 年“三公”经费决算比年初预算数减少 10.18 万元，

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要

求，进一步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与 2017 年预算持平都为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减少 9.18 万元、公务接待费减少 1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落实公务用车改革精神及减

少部分公务用车。公务接待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公

务接待制度，从严控制公务接待费用。 

2、“三公”经费支出相关情况说明 

（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

的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2017 年无因

公出国（境）费。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

（含车辆购置税）及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

2017 年使用财政拨款购置公务用车 0 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 25.92 万元。主要用于主要用于日常公务车辆的燃油、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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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维修等费用。2017 年局机关等单位财政拨款开支运行维

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10 辆。 

（3）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

外宾接待）支出。2017 年公务接待费用 5.3 万元，全部为国

内接待，主要用于上级领导和业务部门工作调研，共计接待

48 批次， 538 人次，其中外事接待 0 批次，0人次。 

二、重要事项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7 年度，荣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33.39 万元，比 2016 年增长 2.09 万元，增长 6.68 %，与上

年基本持平。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2017 年度，政府采购金额 694.57 万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金额 694.57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694.57 万

元，占政府采购总额的 1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407.25 万元，占政府采购总额的 58.63%。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底，本部门共有车辆 114 辆，其中，公务用

车 1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8辆、其他用车 96 辆，其他用

车主要是医院用救护车等；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65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78 台（套）。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1、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

求，我局组织对 2017 年度 11 个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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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23841 万元。 

共组织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县级公

立医院改革”2个项目开展了重点绩效评价，评价金额 5814

万元。从评价结果来看，我局所属单位绩效自评结果整体水

平较高，大部分项目能够实现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且执行情

况良好，财政资金能够在年度内执行完毕。项目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的预期指标值和实际完成指标值能够

比较吻合。这些项目的实施能够有效地促进事业发展，并为

单位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充分发挥了预算资金的作用。 

2、随 2017 年决算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的重点绩效评价

结果。本部门无随 2017 年决算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的绩效

自评项目和重点绩效评价项目。 

3、以市直部门为主体开展的重点绩效评价结果。以“农

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项目为例，该项目绩效评价

综合得分 91.2 分，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绩效评价报告如

下：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荣成市市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荣政

发〔2017〕16 号）及荣成市财政局《关于 2017 年度专项资

金绩效自评报告编写和提报工作的通知》的规定要求，对我

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专项资金进行了一次绩

效评估。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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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2017 年全市总人口 66.21 万人， 54582 人享受农村部分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2017 年中央、省、市补助奖励扶

助资金 2843 万元，本级财政配套资金 2344.5825 万元，收

回奖扶资金 52.2895 万元；2017 年共发生农村部分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扶助资金支出 5239.872 万元。 

在计划生育专项资金的实施过程中，一是我们坚持统一

把关，按照文件规定的程序、条件和奖励扶助标准制定实施

意见，达到公开透明，切实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确保政策

的一致性，力争做到一个不错、一个不漏。在实施奖励扶助

制度的同时，继续执行现行的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二是

通过“三级”审核、“三级”公示、群众举报、社会监督等

措施，确保政策执行的公平性；三是直接补助，到户到人。

由本级财政部门通过一卡通的形式，直接打卡到对象账上，

简化手续，减少中间环节。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截留挪用、

虚报冒领奖励扶助金和以扣代罚等各种名目的违规行为，确

保奖励扶助政策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应奖励扶助的对象。 

二．项目执行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①荣财指字〔2017〕231 号下达我市 2017 年奖扶专项经

费 1909 万元，为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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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荣财指字〔2017〕269 号下达我市 2017 年奖扶专项经

费 731 万元，为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 

③荣财指字〔2017〕198 号下达我市 2017 年奖扶专项经

费 203 万元，为市级补助资金。 

④荣财指字〔2017〕268 号下达我市 2017 年奖扶专项经

费 2344.5825 万元，为县级配套资金。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荣财指字〔2017〕198 号、荣财指字〔2017〕231 号、

荣财指字〔2017〕268 号、荣财指字〔2017〕269 号共下达

我市 2017 年奖扶专项经费 5187.5825 万元,其中本级配套

2344.5825 万元。共发放奖扶资金 5239.872 万元，通过本级

财政局的一卡通发放到了 54582 位对象的卡上。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①及时拨付、发放到位。对省级安排的专项经费发放一

律及时提交局党组认真研究，确保公平、公正、公开，在规

定时限内通过财政渠道逐级下拨。 

②管理制度到位。本级财政局建立了奖励扶助专户，建

立健全奖励扶助经费管理制度，敦促实施单位严格实行“三

专”管理，即设专户、建专帐、定专人。 

③跟踪检查到位。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职能部门

全面参与专项资金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的监管。把专项

资金的执行、拨付、管理作为监督的重点；在监督环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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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关口前移，从事后监督管理转向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

事后检查稽核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上来，形成多环节全过程的

监督管理格局，尽量早发现问题，早解决问题，提高专项资

金使用效益。 

④工作监管到位。近年来我局多次组织奖励扶助对象专

项核查等相关的工作督查，有效确保了奖扶对象资格确认准

确，真实可靠，基层基础工作逐步夯实，专项资金使用效果

明显。 

总之，我市计划生育奖励扶助专项资金使用无违反财务

管理、财经纪律情况发生。会计核算真实完整，项目资金支

出和原定用途、预算批复用途相符，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

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资金拨付程序规范，资产管理制度健

全，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严格确保项目质量；财

务管理按规定执行，符合有关财务会计管理规定，资金使用

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项目实施取得的成效 

从群众的反映和这次绩效评估表明，实施奖励扶助制

度，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有力地促进了人口

计生工作的新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比较明显

的良好社会绩效。一是完善了人口计划生育激励机制；二是

促进了人民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三是改善了计生工作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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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的关系；四是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五是体

现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投向更加关注民生的需求。 

四．存在问题和建议 

在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过程中，部

分基层干部和群众普遍反映，存在奖励扶助受益面太窄、奖

励标准不高等问题；部分基层干部存在把关不严，违规享受

奖扶情况出现。建议一是加大奖扶力度，对独生子女家庭给

予重奖，大幅度提高奖励标准；二是加大督导考核力度，完

善奖扶对象信息化比对程序，确保发放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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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

的财政拨款。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决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

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

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包括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

教育收费等。如：荣成市人民医院开展医疗活动取得的医疗

收入等。 

四、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位

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用本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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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

不足以安排本年支出的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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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初结转和结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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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

结余资金。 

九、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的规定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分配的事业基金和职工福利基

金等。 

十、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

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十一、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

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指单位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

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四、“三公”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市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

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含车辆购置税）及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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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

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

宾接待）支出。 

十五、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

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维

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

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等。 

十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项）：反映其他用于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方面的支出。 

十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反映其他用于

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十八、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卫生与计划

生育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

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十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卫生与计划

生育管理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反映行政单

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

的其他项目支出。 

二十、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卫生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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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管理事务（款）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支出

（项）：反映用于荣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等单位的其他用

于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二十一、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

中医（民族）医院（项）：反映荣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所

属的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的支出。 

二十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

传染病医院（项）：反映用于荣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所属

传染病医院支出。 

二十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立医院（款）

其他公立医院支出（项）：反映其他用于公立医院方面的支

出。 

二十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款）乡镇卫生院（项）：反映用于荣成市卫生和计划

生育局所属乡镇卫生院的支出。 

二十五、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款）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项）：反映其他用

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 

二十六、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项）：反映用于荣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所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支出。 

二十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

卫生监督机构（项）：反映用于荣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所

属卫生监督机构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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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

妇幼保健机构（项）：反映用于荣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所

属妇幼保健机构的支出。 

二十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

应急救治机构（项）：反映用于荣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所

属应急救治机构的支出。 

三十、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反映用于荣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所属有关单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支出。 

三十一、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反映用于荣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所属有关单位重大疾病预防控制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支出。 

三十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计划生育事务

（款）计划生育服务（项）：反映用于荣成市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所属有关单位计划生育服务支出。 

三十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计划生育事务

（款）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项）：反映用于荣成市卫生

和计划生育局所属有关单位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计划

生育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三十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

医疗（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项）：反映其他用

于医疗保障方面的支出。 

三十五、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其他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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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计划生育支出（款）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项）：

反映其他用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三十六、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

公积金（项）：反映按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