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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青海省藏医院成立于 1983 年，坐落于青海省会西宁市，

是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单位，属公益性事业单位，主

要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服务，全面做好医疗、护

理和科研工作，下设循化县中藏医院、内蒙古鄂尔多斯蒙藏

医院两家分院。历经 30 多年，现已发展成为集藏医药医疗、

教学、科研、药物临床试验、药物研发、预防保健、国际交

流为一体的三级甲等藏医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GCP）、国家重点民族医医院、全国藏医药信息化示范单

位、青海省示范藏医院、青海省蒙藏医执业医师实践技能考

试基地、青海省风湿病医学临床研究中心建设单位、青海省

住院医师规培基地、全国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省级定点

体检医疗机构、全省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定点医

院，是青海乃至全国藏医药窗口单位。

医院业务用房面积达 8 万平米，编制床位数达 800 张，

开放床位 530 张，全院职工 618 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401 人，高级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69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 5 人，

博、硕导师 12 人，全国继承名老藏医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

师 11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和国家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专家 3 人，已建成 5 个名老藏医药传承工作室，藏

医首席专家尼玛荣膺“国医大师”荣誉称号、名老藏医药专

家桑杰荣获“全国名中医”荣誉称号，多位藏医药专家获得

“2013 何梁何利科技奖”、“2016 年青海省科学技术重大

贡献奖”、“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中国青年科技奖”、

“国家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创新争先奖”、

““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中国科协西部开发

突出贡献奖”、“国家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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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个人”等国家级荣誉称号。

医院秉承藏医药传统理论，为充分发挥藏医药特色优

势，设有 24 个医疗医技及辅助科室：药浴科、综合内科、

肝胆科（肺病科）、心血管科、脑血管科、脾胃科、妇科、

外治科、皮肤病科、治未病科、肿瘤科、普外科、骨科、门

诊部、急诊科、麻醉科（手术室）、五官科、检验科、功能

科、影像科、体检中心、制剂科、药剂科、制剂药品质量部。

其中，藏医风湿病科、藏医心脑血管科和藏医脾胃病科 3 个

专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藏医脾胃病科、藏医神志病科、

藏医外治科、藏医药浴科、藏医肝胆科、藏医心脑血管科、

藏医护理学、藏医预防保健科 8 个专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重点专科；藏药制药学、藏医肝病学、藏医皮肤病学、藏医

外治学、藏医文化学和藏药炮制学 6 个学科是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重点学科；民族医（藏药）风湿、民族医（藏药）脑血

管、民族医（藏药）肝胆、藏医消化、藏医妇产、藏医呼吸、

藏医肾病、藏医皮肤病 8个专业获得国家药物临床试验资格，

医院是青海省最早的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建院 30 多年来，始终立足藏医药特色优势，为各族群

众健康保驾护航，各项事业取得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医

院拥有核磁、CT、彩超、全自动生化等医疗设备，临床中在

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心脑血管疾病、肝胆系统疾病、胃肠

疾病及养生保健等方面疗效显著，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

目 253 项，门诊就诊人群达全国 28 个城市以上。2017 年新

建成的制剂厂房能生产丸剂、散剂等 12 种藏药剂型，年生

产量能达到 200 吨以上，336 种藏药制剂列入医保支付范围。

同时，医院高度重视藏医药临床科研工作，近年来，承担国

家重点攻关课题、自然科学基金、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

科技支撑计划等各级课题 50 余项，获得各级成果奖 20余项，

有 35 项课题立项，发表藏医药学术论文 200 多篇，“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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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获批 80 余项。藏医药浴疗法和藏医放血疗法被列入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医院被列为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藏医药浴疗法”、“藏医放血疗法”传承基地。医院主

持编写了《藏医药文献经典丛书》、《藏医疾病诊断疗效标

准》、《藏医病案规范》、《藏医护理规范》、《曼唐详解》

等全国藏医药临床标准和规范，参与整理出版了我国迄今规

模最大的藏医药文献《藏医药大典》,参与编译了 21 世纪藏

医本科教材等近 200 多部专著。

医院职工文化生活丰富，院工会、团委、女工委按照各

自的职责，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参加各类公益志

愿服务活动，先后被评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中医医院优质护理服务先进单位”、“全国巾帼文明

岗”、“中国科协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优秀站点”、“第

六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赢

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享誉国内

外。

新时代、新征程，青海省藏医院将高擎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承

藏医药传统，发挥藏医药特色优势，引领藏医药发展新常态，

着力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益，使藏医药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实

现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为建设成为基础设施完善、

专科优势明显、人才结构合理、学术水平领先的全国一流藏

医医院而努力奋斗，为健康中国、健康青海建设谱写藏医药

事业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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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单位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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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青海省藏医院 2021 年单位收支预算情况的总

体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青海省藏医院所有收入和支出均

纳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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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结转等; 支出包括：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科技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

出、住房保障支出），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工资福利支

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资本性支出、

其他支出），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青海省藏医院 2021 年收支总预算 29197.13 万元。

二、关于青海省藏医院 2021 年单位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青海省藏医院 2021 年收入预算 29197.13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 0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2291.28 万元，

占 42.09%;事业收入 16905.85 万元，占 57.91%;经营收入 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其他

收入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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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青海省藏医院 2021 年单位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青海省藏医院 2021 年支出预算 29197.13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3718.3 万元，占 12.73%；项目支出 25478.83 万元，

占87.27%；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0万元;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

四、青海省藏医院 2021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的总

体说明

青海省藏医院 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12291.28万

元，比上年增加 8428.18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一般公

共预算项目支出。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收入

12291.28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

收入 0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 12291.28 万元，其中科技技术支出 307.62 万元、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598.77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1136.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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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支出 248.6 万元。

五、青海省藏医院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

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青海省藏医院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12291.28

万元，比上年增加 8428.18 万元，主要是中医（民族）医院

项目经费 8265.37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307.62 万元、较上

一年拨款比例增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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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结构当年总拨款 12291.28 万元，其

中科技技术 307.62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598.77 万元、卫

生健康 11136.3 万元、住房保障 248.6 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 2021 年预算数为 12291.28 万元，比上年

增加 8265.37 万元，增长 218.17%。（科技条件与服务 307.62

万元、科技条件专项 162.45 万元、其他科技条件与服务支

出 145.17 万元，较上年较少 4.83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71.13 万元，较上年增加 0.73 万元，原

因为在职人数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35.56

万元，较上年增加 0.36 万元，原因为在职人数增加；其他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92.08 万元，较上年增加 8.33 万元，

原因为在职人数增加；中医（民族）医院金飞补助支出

10748.36 万元，较上年增加 8255.03，原因为基本支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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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2.99 万元、项目支出 8265.37 万元；事业单位医疗 217.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76 万元，原因为在职人数增加；公务

员医疗补助 170.34 万元，较上年增加 3.63 万元，原因为在

职人数增加；住房公积金 248.6 万元，较上年增加 0.75 万

元，原因为在职人数增加）。

六、青海省藏医院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

说明

青海省藏医院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3718.3万

元，其中：人员经费3480.18万元，王要包括：基本工资817.29

万元、津贴补贴 739.6 万元、绩效工资 926.1 万、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71.13 万元、职业年金缴费 135.56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17.6 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

缴费 124.3 万元、住房公积金 248.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 238.11 万元。

青海省藏医院 2021 年无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拨款安

排的支出。

七、青海省藏医院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

预算情况说明

青海省藏医院 2021 年无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拨

款安排的支出。

八、青海省藏医院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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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藏医院 2021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

排的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青海省藏医院2021无单位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二）政府采购安排情况

青海省藏医院 2021 年无单位政府采购预算。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青海省藏医院 2020 月底，我单位共有车辆 8 辆，其中，

省级领导干部用车 0 辆、厅级领导干部用车 0 辆、一般公务

用车 8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

其他 用车 0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3 台，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16 台。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1 年单位预算均实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项目 10 个,

预算金额 25477.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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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收入类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包

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包括财政单位经费拨款、专项收入、

行政事业性 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

使用收入和其他收入。

（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主要指事业单位的教育

收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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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医疗收入，科教收入等。

（四）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单位和上级单

位取 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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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事业单位经营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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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

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如投资收益、利息收

入等。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支出预算因客观条

件变化未执行完毕、结转到本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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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既包括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

入、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二、支出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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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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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事业单位经营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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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上缴上级支出：指附属单位上缴上级的支出。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预算单位对所属单位补

助发生的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指一般公共预

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

接待费支出。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是指单位工作人员因

公务出国（境） 的往返机票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

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是指单位购置公务用车支出

及公务用车使用过程中发 生的租用费、燃料费、过路过桥

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支出是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

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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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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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

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

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以及其他费用。

三、支出科目类

（一）其他科技条件与服务支出：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

外其他用于科技条件与服务方面的支出。

（二）事业单位离退休：指反映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离

退休经费。

（三）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指反映机

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费支出。

（四）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指反映机关事

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五）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指反映除上述项目

以外其他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方面的支出。

（六）中医（民族）医院：指反映卫生健康、中医部门

所属的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的支出。

（七）事业单位医疗：指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

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八）公务员医疗补助：指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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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补助经费。

（九）住房公积金：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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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