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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 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概况

⼀、主要职能
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始建于 1934 年，是⼀所集医疗、教学、

科研、健康管理为⼀体的⼤型综合性 “三级甲等医院”。曾先后荣获 “
全国⽂明单位”“全国五 ·⼀劳动奖状”“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全国卫⽣系统先进集体”“全国万名医师⽀援农
村卫⽣⼯程先进集体”“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组派⼯作表现突出单位”“全
国卫⽣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先进集体”“全国百佳医院”“全国
⼗⼤百姓放⼼医院”“全国卫⽣系统思想政治⼯作先进集体”“全国医院⽂
化建设先进单位”“全国⼈⽂建设品牌医院”“合理调配资源全国示范医院
”“全国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测与研究⽹络先进机构”“群众满意的医疗
机构”“医疗扶贫榜样”“改善医疗服务典型医疗机构”“ ⾃治区⺠族团结
进步模范单位”等荣誉称号。医院名列全国⼗⼤省⽴医院，连续六年荣
获 国家卫⽣健康委 “全国进⼀步改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连续六年⼊
榜“中国医院竞争⼒ ·顶级 100 强”，排名 83 位；在全国医院信息互联
互通 HIC100 强中排名第 16 位； 2020 年度在中国医院影响⼒排⾏榜
中名列全国 49 名、⻄北地区第三名。
⽬前，医院编制床位 2700 张，另设有 1 个直属院区、3个保健站、

2个服务点。现有职⼯ 4900 余⼈，拥有医学博⼠、硕⼠ 1063 名，教
授、副 教授 183 名，博⼠⽣导师、硕⼠⽣导师 166 名。
医院年⻔诊诊疗 270 余万⼈次，出院患者 17 万余⼈次，⼿术 10

万余 例。设有 54 个临床科室、 14 个医技科室、 16 个⾏政职能部⻔，
医院拥有 1 个国家级委省共建重点实验室、设有国家博⼠后科研⼯作
站、 5 个国家及⾃治区级医学中⼼、3个国家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分
中⼼、2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2 个⾃治区临床医学研究中⼼，医院
还设有 10 个⾃治区级医学研所、25 个⾃治区级医学质量控制中⼼，是
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和全科医师培训定点医院，同时还是国
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与 考官培训基地。
医院拥有达芬奇⼿术机器⼈、 PET-CT、320 排 CT、双源 CT、

3.0T 核 磁共振、伽玛⼑、进⼝直线加速器、中⼦后装机等⾼精尖设备，



学科种类 ⻬全，技术⼒量雄厚，在各种常⻅病、多发病、疑难重症病
抢救治疗⽅⾯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居全疆领先⽔平，部分学科达
到国内领先⽔平。 妇科、⾼⾎压⼼⾎管学科、⽪肤科、急诊医学科、
临床护理专业跻身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列， 40 个专科列⼊⾃治区临
床重点专科。2018 年获批国家呼吸疑难重症诊治能⼒提升⼯程项⽬，
是新疆地区唯⼀⼀家⼊选呼吸专业的医院。
⼆、机构设置及⼈员情况
单位⽆下属预算单位，下设 16 个处室，分别是：党委办公室、⼯

会、医院办公室、⼈⼒资源部、运营管理与事业发展部、监察审计部、
规划财务部、医务部、护理部、药学部、⼲部保健中⼼、科研教育中⼼、
医疗 器械中⼼、信息中⼼、保卫部和后勤服务中⼼。单位编制数2604，
实有⼈数 5683 ⼈，其中：在职 4714 ⼈，减少829⼈；退休960⼈，减
少264⼈；离休9⼈，减少1⼈。



第⼆部分 2021 年单位预算公开表
表⼀：

单位收⽀总体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 单位：万
元

收⼊项⽬ 年度预算 ⽀出功能科⽬ 年度预算

财政拨款（补助） 13,602.00 201 ⼀般公共服务⽀出

⼀般公共预算 13,602.00 202 外交⽀出

政府性基⾦预算 203 国防⽀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4 公共安全⽀出

财政专户（教育收费） 205 教育⽀出

事业收⼊ 390,920.14 206 科学技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收⼊ 207 ⽂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出

单位其他资⾦收⼊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出 6,024.38

209 社会保险基⾦⽀出

210 卫⽣健康⽀出 396,204.68

211 节能环保⽀出

212 城乡社区⽀出

213 农林⽔⽀出

214 交通运输⽀出

215 资源勘探信息等⽀出

216 商业服务业等⽀出

217 ⾦融⽀出

219 援助其他地区⽀出

220 ⾃然资源海洋⽓象等⽀出

221 住房保障⽀出 2,293.08

222 粮油物资储备⽀出

2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出

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出

227 预备费

229 其他⽀出

230 转移性⽀出

231 债务还本⽀出

232 债务付息⽀出

233 债务发⾏费⽀出

234 抗疫特别国债还本⽀出

收 ⼊ 总 计 404,522.14 ⽀ 出 总 计 404,522.14

备注：⽆内容应公开空表并说明情况。



表⼆：

单位收⼊总体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编
码

功能分类科⽬名称 总计
⼀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

基⾦预

算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

财政

专户

（教

育收

费）

事业

收⼊

事业

单位

经营

收⼊

单位

其他

资⾦

收⼊
类 款 项

※ ※ ※ ※ 1 2 3 4 5 6 7 8

总计 404,522.14 13,602.00
390,9

20.1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出 6,024.38
6,024

.38

208 05
⾏政事业单位养⽼

⽀出 6,024.38
6,024

.38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515.79
1,515

.79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保险缴费⽀出 3,057.44
3,057

.4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

业年⾦缴费⽀出 1,451.15
1,451

.15

210 卫⽣健康⽀出 396,204.68 13,602.00
382,6

02.68

210 02 公⽴医院 393,302.39 13,602.00
379,7

00.39

210 02 01 综合医院 393,302.39 13,602.00
379,7

00.39

210 11 ⾏政事业单位医疗 2,902.29
2,902

.29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632.54
1,632

.54

210 1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269.75
1,269

.75

221 住房保障⽀出 2,293.08
2,293

.08

221 02 住房改⾰⽀出 2,293.08
2,293

.08

221 02 01 住房公积⾦ 2,293.08
2,293

.08
备注：⽆内容应公开空表并说明情况。



表三：

单位⽀出总体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 单位：万
元

项⽬ ⽀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编码
功能分类科⽬名称 总计 基本⽀出 项⽬⽀出

类 款 项

※ ※ ※ ※ 1 2 3

总计 404,522.14 33,286.71 371,235.43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出 6,024.38 6,024.38

208 05 ⾏政事业单位养⽼⽀出 6,024.38 6,024.38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515.79 1,515.79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保险缴费⽀出 3,057.44 3,057.4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缴费⽀出 1,451.15 1,451.15

210 卫⽣健康⽀出 396,204.68 24,969.25 371,235.43

210 02 公⽴医院 393,302.39 22,066.96 371,235.43

210 02 01 综合医院 393,302.39 22,066.96 371,235.43

210 11 ⾏政事业单位医疗 2,902.29 2,902.29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632.54 1,632.54

210 1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269.75 1,269.75

221 住房保障⽀出 2,293.08 2,293.08

221 02 住房改⾰⽀出 2,293.08 2,293.08

221 02 01 住房公积⾦ 2,293.08 2,293.08
备注：⽆内容应公开空表并说明情况。



表四：

财政拨款收⽀预算总体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 单位：万元

项⽬ 合计 ⽀出功能科⽬ 合计
⼀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基
⾦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财政拨款（补助） 13,602.00 201 ⼀般公共服务⽀出

⼀般公共预算 13,602.00 202 外交⽀出

政府性基⾦预算 203 国防⽀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4 公共安全⽀出

205 教育⽀出

206 科学技术⽀出

207 ⽂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出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出

209 社会保险基⾦⽀出

210 卫⽣健康⽀出 13,602.00 13,602.00
211 节能环保⽀出

212 城乡社区⽀出

213 农林⽔⽀出

214 交通运输⽀出

215 资源勘探信息等⽀出

216 商业服务业等⽀出

217 ⾦融⽀出

219 援助其他地区⽀出

220 ⾃然资源海洋⽓象等⽀出

221 住房保障⽀出

222 粮油物资储备⽀出

2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出

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出

227 预备费

229 其他⽀出

230 转移性⽀出

231 债务还本⽀出

232 债务付息⽀出

233 债务发⾏费⽀出

234 抗疫特别国债还本⽀出

收⼊总计 13,602.00 ⽀出总计 13,602.00 13,602.00
备注：⽆内容应公开空表并说明情况。



表五：

⼀般公共预算⽀出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 单位：万
元

项⽬ ⼀般公共预算⽀出

功能分类科⽬编码
功能分类科⽬名称 总计 基本⽀出 项⽬⽀出

类 款 项

※ ※ ※ ※ 1 2 3
总计 13,602.00 13,602.00

210 卫⽣健康⽀出 13,602.00 13,602.00

210 02 公⽴医院 13,602.00 13,602.00

210 02 01 综合医院 13,602.00 13,602.00
备注：⽆内容应公开空表并说明情况。



表六：

⼀般公共预算基本⽀出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 单位：万元

项⽬ ⼀般公共预算基本⽀出

科⽬编码
经济分类科⽬名称 总计 ⼈员经费 公⽤经费

类 款

※ ※ ※ 1 2 3
总计 13,602.00 13,602.00

301 ⼯资福利⽀出 13,602.00 13,602.00

301 01 基本⼯资 12,004.14 12,004.14

301 02 津贴补贴 1,597.86 1,597.86
备注：⽆内容应公开空表并说明情况。



表七：

⼀般公共预算项⽬⽀出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编码
功能

分类

科⽬

名称

项⽬

名称
合计

⼯资

福利

⽀出

商品

服务

⽀出

对个

⼈和

家庭

补助

⽀出

债务

利息

及费

⽤⽀

出

资本

性⽀

出

（基

本建

设）

资本

性⽀

出

对企

业补

助

（基

本建

设）

对企

业补

助

对社

会保

障基

⾦补

助

其他

⽀出
类 款 项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备注：未⽤⼀般公共预算安排项⽬⽀出，⼀般公共预算项⽬⽀出情况表为空表。



表⼋：

⼀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出情况表

编制部⻔：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 单位：万元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购置及运⾏费

公务接待费
⼩计 公务⽤⻋购置费 公务⽤⻋运⾏费

1 2 3 4 5 6

备注：未⽤⼀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出，⼀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出情况表为空表。



表九：

政府性基⾦预算⽀出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 单位：万元

项⽬ ⽀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编码
功能分类科⽬名称 总计 基本⽀出 项⽬⽀出

类 款 项

※ ※ ※ ※ 1 2 3

备注：未安排政府性基⾦预算⽀出，政府性基⾦预算⽀出情况表为空表。



第三部分 2021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关于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2021年收⽀预算情况的总体
说明
按照全⼝径预算的原则，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 2021 年所

有收⼊和⽀出均纳⼊单位预算管理。收⽀总预算 404,522.14 万元。
收⼊预算包括：⼀般公共预算、事业收⼊。
⽀出预算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出、卫⽣健康⽀出、住房保障

⽀出
⼆、关于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2021年收⼊预算情况说明
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收⼊预算 404,522.14 万元，其中：
⼀般公共预算 13,602.00 万元，占 3.36%，⽐上年预算增加0 万

元,主要原因与上年持平；
政府性基⾦预算未安排。
事业收⼊390,920.14万元，占96.64%，⽐上年预算增加915.69万

元，主要原因合理增⻓。
三、关于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2021年⽀出预算情况说明
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 2021年⽀出预算 404,522.14 万元，

其中：基本⽀出 33,286.71 万元，占8.23%，⽐上年预算增加 780.26
万元，主要原因合理增⻓。
项⽬⽀出371,235.43 万元，占 91.77%，⽐上年预算增加135.43

万元，主要原因与上年基本持平。
四、关于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2021年财政拨款收⽀情况总

体说明
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 2021年财政拨款收⽀总预算

13,602.00 万元。
收⼊全部为⼀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预算拨款和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
收⼊预算包括：⼀般公共预算拨款 13,602.00 万元。
⼀般公共预算⽀出包括：卫⽣健康⽀出13,602.00 万元，主要⽤

于基本⼯资、津贴补贴。



五、关于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2021年⼀般公共预算当年拨
款情况说明
（⼀）⼀般公⽤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2021年⼀般公共预算拨款合计

13,602.00 万元，其中：
基本⽀出13,602.00 万元，⽐上年预算增加0万元，增⻓0%，主

要原因与上年持平。
（⼆）⼀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1、卫⽣健康⽀出（类） 13,602.00 万元，占 100.00%。
（三）⼀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情况
1、卫⽣健康⽀出（类）公⽴医院（款）综合医院（项）： 2021

年预算数 为 13,602.00 万元，⽐上年预算增加 0万元，增⻓0%，主
要原因与上年持平。
六、关于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2021年⼀般公共预算基本⽀

出情况说明
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 2021 年⼀般公共预算基本⽀出

13,602.00 万元，其中：
⼈员经费 13,602.00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资、津贴补贴。
七、关于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2021年⼀般公共预算项⽬⽀

出情况说明
未⽤⼀般公共预算安排项⽬⽀出，⼀般公共预算项⽬⽀出情况表

为空表。
⼋、关于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2021年⼀般公共预算“三公”

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2021年⼀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数为

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购置0万元，公务⽤
⻋运⾏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
2021年⼀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上年增加0万元，其中：因公

出国（境）费增加0万元，主要原因是⽆安排；公务⽤⻋购置0万元，
未安排预算；公务⽤⻋运⾏费增加0万元，主要原因是⽆安排；公务
接待费增加0万元，主要原因是⽆安排。



九、关于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 2021 年政府性基⾦预算拨
款情况说明
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 2021 年没有使⽤政府性基⾦预算拨

款安排的⽀出，政府性基⾦预算⽀出情况表为空表。
⼗、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 关于机关运⾏经费情况
2021年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本级及下属0家单位和0家事业

单位的机关运⾏经费财政拨款预算0万元，⽐上年预算增加0万元，增
⻓0%。主要原因是⽆预算安排。
(⼆) 关于政府采购情况
2021年，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政府采购预算 208,454.73

万元，其 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95,490.15 万元，政府采购⼯程预
算 6,743.00 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6,221.58 万元。
2021 年度本单位⾯向中⼩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预算⾦额 0万

元，其中： ⾯向⼩微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预算⾦额 0万元。
(三) 国有资产占⽤使⽤情况
截⾄ 2020 年底，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占⽤使⽤国有资产

总体情况为
1.房屋 304,939 平⽅⽶，价值 160,674.5 万元。
2.⻋辆 55 辆，价值 2,534.7 万元；其中：⼀般公务⽤⻋ 33 辆，

价值 1386 万元；执法执勤⽤⻋0辆，价值0万元；其他⽤⻋ 22 辆，
价值 1148.7 万元。
3.办公家具价值 1,920.81 万元。
4.其他资产价值 169,959 万元。
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型设备 207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

元以上⼤型 设备 278 台（套）。
2021年单位预算未安排购置⻋辆经费（或安排购置⻋辆经费0万

元），安排购置50万元以上⼤型设备0台（套），单位价值100万元以
上⼤型设备0台（套）。

(四) 预算绩效情况



2021年度，本年度预算绩效管理的⼀般公共预算项⽬0个，涉及
预算⾦额0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指由⼀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预算、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安排的财政拨款数。
⼆、⼀般公共预算:包括公共财政拨款（补助）资⾦、专项收⼊。
三、其他资⾦:包括事业收⼊、事业经营收⼊、其他收⼊等。
四、基本⽀出:包括⼈员经费、公⽤经费（定额）。其中，⼈员

经费包括⼯资福利⽀出、对个⼈和家庭的补助。
五、项⽬⽀出:单位⽀出预算的组成部分，是⾃治区本级单位为

完成其特定的⾏政任务或事业发展⽬标，在基本⽀出预算之外编制
的年度项⽬⽀出计划。

新疆维吾尔⾃治区⼈⺠医院
2021年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