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2021 年部门预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二、单位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2021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1 年单位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二、2021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第三部分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2021 年部门预算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二、《部门收入总表》

三、《部门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是一所公办全日制医药卫生类专科层次

的普通高等院校，隶属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学院以“仁爱、

责任、精业”为校训，坚持教学改革，构筑了独具特色的“产、

学、研”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二、单位基本情况

学院举办“三年制高职（专科）、五年制高职（专科）”层次

的普通学历教育，学院设有临床医学系、护理系、助产系、检验

系、药学系、医学技术系，开设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

助产、检验、药学、中药学等 12 个高职专业，现有全日制在校

学生 1.6 万余人。学院现设有新校区、东校区和南校区，主要集

中学习区是新校区，占地 600 余亩，位于南昌象湖新城。学院年

初在编在职人员为 375 人，离退休人员 177 人，合计 552 人。2020

年末在职教工人数为 378 人，离退休人员 183 人，即今年新进教

职工 9 人，退休 6 人，合计 552 人。专业、学历、职称和年龄结

构合理，并拥有一批行业专家参与教学，全日制在校学生约 1.2

万余名。



第二部分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2021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1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0 年预算总收入 22100 万元，2021 年预算总收入 28415

万元，较上年增长 28.57%。其中 2020 年财政拨款收入 9142.27

万元，2021 年财政拨款收入 12773.17 万元，较上年增长 39.72%；

2020 年事业收入 12957.73 万元，2021 年事业收入 15641.83 万

元，较上年增长 20.71%。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0 年预算总支出 35354.42 万元，2021 年预算总支出

41050.37 万元，较上年增长 16.11%。按照支出资金性质，2020

年预算支出中，使用财政拨款 9142.27 万元、事业收入 12957.73

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10000 万元、财政拨款结转

3254.42 万元；2021 年预算支出中，使用财政拨款 12773.17 万

元、事业收入 15641.83 万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12000 万元、

财政拨款结转 635.37 万元。

按照支出功能分类，2020 年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 34800.03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1.04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33.35

万元；2021 年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 40469.98 万元，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421.04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33.35 万元，卫生健康

支出 26 万元。



按照支出经济分类，2020 年预算支出中，基本支出 14823.5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1163.5 万元、商品服务支出 2492 万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118 万元、资本性支出 50 万元；

项目支出 20530.92 万元，其中商品服务支出 4521.5 万元，资本

性支出 16009.42 万元。2021 年预算支出中，基本支出 15064.73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1380 万元、商品服务支出 1721.7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962.94 万元；项目支出

25985.64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25985.64 万元，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助支出 3977.48 万元，资本性支出 20220.05 万元，其

他支出 140.27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0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数为 9142.27 万元，2021 年财政

拨款支出预算数为 12773.17 万元，较上年增长 39.72%。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政府采购情况

2021 年单位所属各单位政府采购总额 20169 万元，其

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679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1820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290 万元。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单位共有车辆 8 辆，其中，

一般公务用车 8 辆，执法执勤用车 0 辆。



2021 年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1 辆，未安排购置单

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七）江西卫生职业学院一级项目中各二级项目情况说明

一级项目概述

为完善学院项目管理，2021 年设一级项目 4 个，二级项目

10 个，其中学院教学与教务管理（高职）项目中下设二级项目

两个，分别是招生就业和实训及专业建设：

1.招生就业

1）项目概述

招生就业项目是学院为每年招生工作及就业工作所支出的

经费。项目预算共计 120 万元，主要列支于录取费、邮电费、宣

传费、培训费等商品服务支出。

2）立项依据

我院招生就业处根据学院每年招生规模预估以及教育部关

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新创业工作的要求和安排，合理安排预算

经费。

3）实施主体

实施主体为我院招生就业处，各系部配合执行。

4）实施方案

招就处按照学院的招生规模、就业工作、创新创业工作的要

求，预算资金安排用于录取费、网络维护、宣传、邮寄、差旅、

就业市场开拓、各类培训、毕业生调研、招聘会、互联网+大赛

等相关工作，预算金额 120 万元。



5）实施周期

该项目为经常性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

6）年度预算安排

资金预算安排如下：招生经费 30 万元；就业经费 65 万元；

创新创业经费 25 万元。

7）绩效目标和指标

招生就业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是完成学院安排的招生、就业及

创新创业任务。

绩效指标设置如下：

①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招生总人数>5000 人；毕业生就业人数>4500 人；

创新创业获奖数>3 项。

质量指标：招生入学率>80%；医疗相关行业就业比率>85%。

时效指标：招生就业工作完成及时率=100%。

②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办学规模>12000 人。

社会效益指标：培养卫技人才数>4500 人。

③满意度指标：

家长满意度>90%。

学生满意度>90%。

用人单位满意度>90%。

2.实训及专业建设

1）项目概述



实训及专业建设项目是我院为保障实训实习工作正常运行，

提高教学质量，做好课程建设、专业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为学校建成有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院提供基本保障。项目预

算资金为 1070 万元。

2）立项依据

我院教务处根据学院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及在校生规模，落实

实习管理，贯彻“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注重内涵”

的工作方针，切实落实学院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专业建设、

教学改革，满足加强实践教学的实际需求，合理安排预算经费。

3）实施主体

实施主体为我院教务处，各个系部、处室部门配合执行

4）实施方案

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实习管理依据学校实习计划，分批拨付使用 360 万元。

二、实训及专业建设依据教学管理、教学质量工程、对外合

作交流、校企合作、师生技能竞赛的具体进展进行拨付使用 710

万元。

5）实施周期

该项目为经常性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

6）年度预算安排

资金预算安排如下：实训及专业建设经费 710 万元；实习管

理经费 360 万元。

7）绩效目标和指标



实训及专业建设总体绩效目标是：（1）完成当年学生实习管

理任务；（2）依据学院诊改要求，完成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

专业建设，提高教务管理水平；（3）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资金

的使用。

绩效指标设置如下：

①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新增实训基地数=10 个；新建教务教学系统与平

台数量=2 个；维护系统数量=3 个。

质量指标：实习学生人数>2000 人；购置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新建系统验收通过率=100%。

时效指标：实训补助资金拨付及时率=100%；设备到货及时

率=100%；故障处理时间<48 小时。

②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实训课时占比>35%；教师个人电子档案上传

比率>95%。

可持续影响：学生就业率>85%。

③满意度指标分为：

学生满意度>90%。

教职工满意度>90%。

二、2021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江西卫生职业学院“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0

万元。



第三部分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2021 年部门预算表

（详见附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各单位结合实际进行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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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

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

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

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填列历年滚存的非限定用

途的非统计财政拨款结余弥补 2021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0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

金。

二、支出科目

（一）高等职业教育支出：反映各部门举办的本科、专

科层次职业教育支出。政府各部门对社会组织等举报的本

科、专科层次职业院校的自助，如捐赠、补贴等。

（二）事业单位离退休：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

费。

（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反映重大疾病、重大传染病

预防控制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支出。

（四）住房公积金：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

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收支预算总表
填报单位:510019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12,773.17 教育支出 40,469.98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2,773.1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1.04

    专项收入 卫生健康支出 26.00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133.35

    预算内投资收入   

二、事业收入 15,641.83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上级补助收入   

  

  

  

  

  

  

  

  

  

  

  

  

  

  

  

  

  



收支预算总表
填报单位:510019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预算数

  

  

  

  

  

  

  

  

  

  

  

  

  

  

  

  

本年收入合计 28,415.00 本年支出合计 41,050.37

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12,000.00 结转下年

八、上年结转（结余） 635.37

收入总计 41,050.37 支出总计 41,050.37



部门收入总表

填报单位:510019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上年结转

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其他收入

附属单
位上缴
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使用非财政
拨款结余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收入

专项收入
预算内投
资收入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41,050.37 635.37 12,773.17 12,773.17 15,641.83 12,000.00

205 教育支出 40,469.98 609.37 12,218.78 12,218.78 15,641.83 12,000.00

　03 　职业教育 40,469.98 609.37 12,218.78 12,218.78 15,641.83 12,000.00

　　2050305 　　高等职业教育 40,469.98 609.37 12,218.78 12,218.78 15,641.83 12,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1.04 421.04 421.04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21.04 421.04 421.04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21.04 421.04 421.04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6.00 26.00

　04 　公共卫生 26.00 26.00

　　2100409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26.00 26.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33.35 133.35 133.35

　02 　住房改革支出 133.35 133.35 133.35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33.35 133.35 133.35



部门支出总表
填报单位:510019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
出

上缴上级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

出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 ** 1 2 3 4 5 6

合计 41,050.37 15,064.73 25,985.64

205 教育支出 40,469.98 14,510.34 25,959.64

　03 　职业教育 40,469.98 14,510.34 25,959.64

　　2050305 　　高等职业教育 40,469.98 14,510.34 25,959.6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1.04 421.04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21.04 421.04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21.04 421.04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6.00 26.00

　04 　公共卫生 26.00 26.00

　　2100409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26.00 26.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33.35 133.35

　02 　住房改革支出 133.35 133.35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33.35 133.35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填报单位:510019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一、财政拨款收入 12,773.17 一、本年支出 12,773.17 12,773.17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2,773.17 教育支出 12,218.78 12,218.78  

  专项收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1.04 421.04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133.35 133.35  

  预算内投资收入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填报单位:510019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二、上年结转 二、结转下年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结转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结转

收入总计 12,773.17 支出总计 12,773.17 12,773.1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510019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1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合计 12,773.17 8,358.17 4,415.00

205 教育支出 12,218.78 7,803.78 4,415.00

　03 　职业教育 12,218.78 7,803.78 4,415.00

　　2050305 　　高等职业教育 12,218.78 7,803.78 4,415.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1.04 421.04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21.04 421.04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21.04 421.04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33.35 133.35

　02 　住房改革支出 133.35 133.35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33.35 133.35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510019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1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合计 8,358.17 8,358.17

301 工资福利支出 7,937.13 7,937.13

　30101 　基本工资 1,474.44 1,474.44

　3010202 　其他津补贴 837.53 837.53

　30106 　伙食补助费 252.06 252.06

　3010701 　基础性绩效工资 2,878.04 2,878.04

　3010702 　奖励性绩效工资 140.75 140.75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632.40 632.40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695.23 695.23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86.22 386.22

　3011204 　其他保险 507.11 507.11

　30113 　住房公积金 133.35 133.35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21.04 421.04

　30301 　离休费 21.04 21.04

　30302 　退休费 400.00 400.00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填报单位:510019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置

小计
一般公务出国

（境）费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学术交流合作出

国（境）费

** ** 1 2 3 4 5 6 7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510019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1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