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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9年度部门预算表 

公开01表 

收支预算总表 

部门名称：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名称 金额 
功能分类 支出用途 

功能科目名称 金额 项目名称 金额 

一、财政拨款 120906.87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一、基本支出 198644.58 

      1. 一

般公共预算 
120546.87 二、外交支出   二、项目支出 802011.71 

      2. 政

府性基金预

算 

360.00 三、国防支出   
三、单位预留

机动经费 
  

二、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 
 四、公共安全支出       

三、其他资金 879749.42 五、教育支出 4283.80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

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475.34     

    九、卫生健康支出 950230.44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支出 
      

    十八、住房保障支出 36306.71     

    十九、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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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其他支出 360.00     

当年收入小

计 
1000656.29  当年支出小计 1000656.29  

上年结转资

金 
  结转下年资金   

收入合计 1000656.29  支出合计 1000656.29  

 

公开02表 

收入预算总表 

部门名称：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收入总计  1000656.29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小计  120546.87 

公共财政拨款（补助）资金  120546.87 

专项收入   

政府性基金 小计  360.0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小计   

专户管理教育收费   

其他非税收入   

其他资金 

小计  879749.42 

事业收入  879749.42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债务资金（银行贷款）   

上年结转和结余资金 

小计   

其中：动用上年结转和结余资金   

 

公开 03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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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预算总表 

部门名称：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单位：万元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预留机动经费 结转下年资金 

1000656.29  198644.58  802011.71      

 

公开04表 

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部门名称：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名称 金额 

支出用途 

项目名称 金额 

一、一般公共预算 120546.87  一、基本支出 20175.8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360.00  二、项目支出 100731.06  

    三、单位预留机动经费   

收入合计 120906.87  支出合计 120906.87   

 

 

公开05表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功能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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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金   额 

合计 120906.87 

205 教育支出 4,283.80 

  20503   职业教育 4,283.80 

    2050302     中专教育 4,283.8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20.63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320.63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633.64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86.98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10,315.26 

  21001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2,951.05 

    2100101     行政运行 2,820.91 

    2100199     其他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出 130.14 

  21002   公立医院 60,699.53 

    2100299     其他公立医院支出 60,699.53 

  21004   公共卫生 21,801.88 

    2100401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5,227.05 

    2100402     卫生监督机构 1,503.16 

    2100403     妇幼保健机构 595.49 

    2100405     应急救治机构 2,085.98 

    2100406     采供血机构 836.76 

    210040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6,907.93 

    2100409     重大公共卫生专项 4,645.50 

  21006   中医药 177.30 

    2100601     中医（民族医）药专项 177.30 

  21007   计划生育事务 11,327.32 

    2100716     计划生育机构 10.00 

    2100717     计划生育服务 11,250.52 

    2100799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66.8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8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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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金   额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208.14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639.08 

    21013   医疗救助 361.00 

    2101302     疾病应急救助 361.00 

  210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2,149.93 

    2109901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2,149.93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627.17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627.17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291.77 

    2210202     提租补贴 1,240.70 

    2210203     购房补贴 1,094.69 

229 其他支出 360.00 

  2296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360.00 

    22960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360.00 

注：“科目编码”和“科目名称”为必填项。  

 

公开06表 

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经济科目） 

部门名称：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合计 20175.8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7260.99 

 30101   基本工资 2938.34 

   3010101     职务（岗位）工资 1570.13 

   3010102     级别（技术等级）工资 401.66 

   3010103     薪级工资 952.42 

   3010106     新录用、见习人员 14.11 

30102   津贴补贴 4254.27 

3010201     职务（岗位）津贴 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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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3010205     工作性津贴 738.16 

3010206     生活性补贴 549.12 

3010209     上下班交通费补贴 449.40 

3010211     医改补贴 5.39 

3010212     临时性补贴 140.32 

3010213     提租补贴 1240.70 

3010214     新职工购房补贴 1094.69 

30103   奖金 50.20 

3010305     年度考核奖 50.20 

30107   绩效工资 4044.50 

3010701     基础性绩效工资 2358.12 

3010703     年度考核奖 194.65 

3010704     奖励性绩效工资增量 327.00 

3010709     奖励性绩效工资 1164.72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633.64 

3010801     养老保险费 1633.64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686.98 

3010901     职业年金 686.98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834.35 

3011001     医疗保险费 834.35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66.74 

3011203     失业保险 39.13 

3011204     工伤保险 31.29 

3011205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3011210     职工补充医疗保险费 12.87 

3011211     生育保险费 83.43 

30113   住房公积金 1291.77 

3011301     住房公积金 1291.77 

30114   医疗费 49.36 

3011401     职工医疗费 49.36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310.79 

3019901     编外用工工资 13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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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492.73 

30201   办公费 866.49 

3020102     标准部分 874.69 

3020112     调减数 -8.20 

30228   工会经费 189.65 

30229   福利费 56.28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344.42 

3023901     公务交通补贴 117.62 

3023999     其他 226.8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5.88 

3029905     党员活动经费 35.88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422.08 

30301   离休费 361.46 

3030101     离休费 71.91 

3030102     离休人员生活性补贴 165.36 

3030103     生活补贴（离休增发） 10.10 

3030106     电话补贴 1.08 

3030107     离休人员交通费 0.86 

3030108     护理费 55.56 

3030109     参观疗养费 0.28 

3030111     福利费 1.42 

3030112     特殊津贴   

3030113     离休人员特需费 1.70 

3030120     离休人员住房补贴 48.06 

3030122     交通补贴 3.06 

3030199     其他 2.04 

30302   退休费 1039.50 

3030203     退休人员交通补贴 87.30 

3030211     退休人员住房补贴 850.35 

3030219     退休人员其他 48.50 

3030221     退休活动费、管理费、福利费 53.35 

30303   退职（役）费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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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3030301     退职（役）费 1.47 

30305   生活补助 4.32 

3030505     职工和遗属生活补助 4.32 

30306   救济费   

3030602     福利、救助机构收养费及救助支出   

30309   奖励金 1.44 

3030903     奖励金（独生子女奖） 1.44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88 

3039901     儿童医疗统筹费 9.00 

3039902     幼托管理费 4.80 

3039910     儿童医疗统筹费 2 0.08 

注：“科目编码”和“科目名称”为必填项。  

 

公开07表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功能科目） 

部门名称：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金   额 

合  计  120546.86 

205 教育支出 4,283.80 

 20503   职业教育 4,283.80 

   2050302     中专教育 4,283.8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20.63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320.63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支出 1,633.64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

出 686.98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10,315.26 

21001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2,951.05 

2100101     行政运行 2,820.91 

2100199     其他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出 1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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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金   额 

  21002   公立医院 60,699.53 

    2100299     其他公立医院支出 60,699.53 

  21004   公共卫生 21,801.88 

    2100401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5,227.05 

    2100402     卫生监督机构 1,503.16 

    2100403     妇幼保健机构 595.49 

    2100405     应急救治机构 2,085.98 

    2100406     采供血机构 836.76 

    210040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6,907.93 

    2100409     重大公共卫生专项 4,645.50 

  21006   中医药 177.30 

    2100601     中医（民族医）药专项 177.30 

  21007   计划生育事务 11,327.32 

    2100716     计划生育机构 10.00 

    2100717     计划生育服务 11,250.52 

    2100799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66.8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847.23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208.14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639.08 

    21013   医疗救助 361.00 

    2101302     疾病应急救助 361.00 

  210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2,149.93 

    2109901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2,149.93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627.17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627.17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291.77 

    2210202     提租补贴 1,240.70 

    2210203     购房补贴 1,094.69 

注：“科目编码”和“科目名称”为必填项。  

公开08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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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经济科目） 

部门名称：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合计  20175.8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7260.99 

 30101   基本工资 2938.34 

   3010101     职务（岗位）工资 1570.13 

   3010102     级别（技术等级）工资 401.66 

   3010103     薪级工资 952.42 

   3010106     新录用、见习人员 14.11 

30102   津贴补贴 4254.27 

3010201     职务（岗位）津贴 36.47 

3010205     工作性津贴 738.16 

3010206     生活性补贴 549.12 

3010209     上下班交通费补贴 449.40 

3010211     医改补贴 5.39 

3010212     临时性补贴 140.32 

3010213     提租补贴 1240.70 

3010214     新职工购房补贴 1094.69 

30103   奖金 50.20 

3010305     年度考核奖 50.20 

30107   绩效工资 4044.50 

3010701     基础性绩效工资 2358.12 

3010703     年度考核奖 194.65 

3010704     奖励性绩效工资增量 327.00 

3010709     奖励性绩效工资 1164.72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 1633.64 

3010801     养老保险费 1633.64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686.98 

3010901     职业年金 686.98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8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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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3011001     医疗保险费 834.35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66.74 

3011203     失业保险 39.13 

3011204     工伤保险 31.29 

3011205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3011210     职工补充医疗保险费 12.87 

3011211     生育保险费 83.43 

30113   住房公积金 1291.77 

3011301     住房公积金 1291.77 

30114   医疗费 49.36 

3011401     职工医疗费 49.36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310.79 

3019901     编外用工工资 1310.79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492.73 

30201   办公费 866.49 

3020102     标准部分 874.69 

3020112     调减数 -8.20 

30228   工会经费 189.65 

30229   福利费 56.28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344.42 

3023901     公务交通补贴 117.62 

3023999     其他 226.8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5.88 

3029905     党员活动经费 35.88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422.08 

30301   离休费 361.46 

3030101     离休费 71.91 

3030102     离休人员生活性补贴 165.36 

3030103     生活补贴（离休增发） 10.10 

3030106     电话补贴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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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3030107     离休人员交通费 0.86 

3030108     护理费 55.56 

3030109     参观疗养费 0.28 

3030111     福利费 1.42 

3030112     特殊津贴   

3030113     离休人员特需费 1.70 

3030120     离休人员住房补贴 48.06 

3030122     交通补贴 3.06 

3030199     其他 2.04 

30302   退休费 1039.50 

3030203     退休人员交通补贴 87.30 

3030211     退休人员住房补贴 850.35 

3030219     退休人员其他 48.50 

3030221 

    退休活动费、管理费、福
利费 53.35 

30303   退职（役）费 1.47 

3030301     退职（役）费 1.47 

30305   生活补助 4.32 

3030505     职工和遗属生活补助 4.32 

30306   救济费   

3030602 

    福利、救助机构收养费及
救助支出   

30309   奖励金 1.44 

3030903     奖励金（独生子女奖） 1.44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88 

3039901     儿童医疗统筹费 9.00 

3039902     幼托管理费 4.80 

3039910     儿童医疗统筹费 2 0.08 

注：“科目编码”和“科目名称”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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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09表 

“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单位：万元 

合计 

“三公”经费 

会议费 培训费 

小计 

因公出

国（境）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

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

费 

 540.70 169.45 98.18 22.40  22.40 48.87 28.76 342.49 

 

公开10表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金   额 

合  计  360.00 

229 
其他支出  360.00 

 2296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360.00 

   22960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

支出 
   360.00 

  
    

  
    

      

注：“科目编码”和“科目名称”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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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 11 表   

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无锡市卫生健康委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合计 342.27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42.27 

30201   办公费 254.49 

30205   水费 3.00 

30206   电费 17.00 

30207   邮电费 36.33 

30218   专用材料费 18.00 

30229   福利费 13.44 

注：1.“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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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费

用。 

    2.“科目编码”和“科目名称”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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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12表 

政府采购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单位：万元 

采购品目大类 专项名称 经济科目 采购物品名称 采购组织形式 总计 

合计         86467.05  

一、货物 A          48758.57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便携式计算机 集中采购 19.5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不间断电源（UPS） 集中采购 59.6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厨房操作台 集中采购 2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传真通信设备 集中采购 0.8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炊事机械 集中采购 60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地址打印机 集中采购 8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电话交换设备 集中采购 36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多功能一体机 分散采购 2.45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多功能一体机 集中采购 3.5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复印机 分散采购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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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品目大类 专项名称 经济科目 采购物品名称 采购组织形式 总计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复印机 集中采购 9.5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复印纸 集中采购 80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金属骨架沙发类 集中采购 27.5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金属骨架为主的椅凳类 集中采购 2.5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空调机 分散采购 26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空调机 集中采购 43.5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木质柜类 集中采购 37.5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普通电视设备（电视机） 分散采购 30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普通电视设备（电视机） 集中采购 75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安全设备 集中采购 30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办公设备 集中采购 497.47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被服装具 集中采购 111.25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材质架类 集中采购 29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厨卫用具 集中采购 495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打印设备 集中采购 13.6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家具用具 集中采购 281.15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台、桌类 分散采购 80 



 17  

采购品目大类 专项名称 经济科目 采购物品名称 采购组织形式 总计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显示器 分散采购 1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椅凳类 分散采购 20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用房 集中采购 35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专用汽车 集中采购 110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热式打印机 集中采购 18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数字照相机 集中采购 2.55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塑料台、桌类 集中采购 12.5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台式计算机 集中采购 260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条码打印机 分散采购 1.6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投影仪 集中采购 2.25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以太网交换机 集中采购 18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专用制冷、空调设备 集中采购 30 

 其他非资本性项目 维修（护）费 空调机 集中采购 4 

 其他非资本性项目 维修（护）费 热式打印机 集中采购 1.75 

 其他非资本性项目 维修（护）费 台式计算机 集中采购 4 

 其他资本性项目 其他资本性支出 其他厨卫用具 集中采购 35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标准部分 PC 服务器 集中采购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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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品目大类 专项名称 经济科目 采购物品名称 采购组织形式 总计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标准部分 便携式计算机 集中采购 17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标准部分 复印机 集中采购 4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标准部分 空调机 集中采购 0.6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标准部分 普通电视设备（电视机） 集中采购 0.12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标准部分 其他办公设备 集中采购 3.2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标准部分 其他打印设备 集中采购 3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标准部分 数字照相机 集中采购 0.37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标准部分 台式计算机 集中采购 39.5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标准部分 投影仪 集中采购 1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标准部分 信息安全软件 集中采购 2 

 物资储备 物资储备 空调机 分散采购 7.8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PC 服务器 分散采购 10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PC 服务器 集中采购 12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便携式计算机 分散采购 39.5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便携式计算机 集中采购 6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不间断电源（UPS） 集中采购 27.6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操作系统 分散采购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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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品目大类 专项名称 经济科目 采购物品名称 采购组织形式 总计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触摸式终端设备 分散采购 10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负载均衡设备 分散采购 4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路由器 分散采购 2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其他安全设备 分散采购 3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其他存储设备 集中采购 20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其他打印设备 分散采购 11.4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其他打印设备 集中采购 12.5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其他计算机软件 集中采购 133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其他计算机设备 分散采购 5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其他计算机设备 集中采购 4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其他交换设备 集中采购 32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其他视频会议系统设备 集中采购 5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其他输入输出设备 集中采购 3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热式打印机 分散采购 5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视频监控设备 分散采购 2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台式计算机 分散采购 97.5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台式计算机 集中采购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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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品目大类 专项名称 经济科目 采购物品名称 采购组织形式 总计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通用应用软件 集中采购 150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投影仪 分散采购 11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网络存储设备 分散采购 8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信息安全软件 集中采购 50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行业应用软件 分散采购 24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行业应用软件 集中采购 4455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以太网交换机 分散采购 52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终端机 集中采购 70 

 一般公共卫生专项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其他不另分类的物品 集中采购 35 

 一般公共卫生专项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其他车辆 集中采购 344 

 一般公共卫生专项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其他生物化学药品 集中采购 132.2 

 一般公共卫生专项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其他医疗设备 集中采购 921 

 一般公共卫生专项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其他医用材料 集中采购 57 

 运转性项目 维修（护）费 鼓粉盒 分散采购 45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临床检验设备 集中采购 150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普通诊察器械 集中采购 270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其他计算机设备及软件 集中采购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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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品目大类 专项名称 经济科目 采购物品名称 采购组织形式 总计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其他家具用具 集中采购 314.2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其他医疗设备 分散采购 10000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其他医疗设备 集中采购 12367.4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手术急救设备及器具 集中采购 46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手术器械 集中采购 1396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物理治疗、康复及体育治疗仪器设备 集中采购 146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消毒灭菌设备及器具 集中采购 25.5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药房设备及器具 集中采购 300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医疗设备零部件 集中采购 250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医用 X 线附属设备及部件 集中采购 5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医用 X 线设备 集中采购 2940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医用超声波仪器及设备 集中采购 1172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医用磁共振设备 分散采购 2000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医用磁共振设备 集中采购 1500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医用电子生理参数检测仪器设备 集中采购 296.2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医用激光仪器及设备 集中采购 388 

  专用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 医用内窥镜 集中采购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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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品目大类 专项名称 经济科目 采购物品名称 采购组织形式 总计 

二、工程 B         20970  

  大型修缮 大型修缮 房屋修缮 分散采购 2000 

  大型修缮 大型修缮 房屋修缮 集中采购 9890 

  房屋建筑物购建 房屋建筑物购建 其他事业单位用房施工 分散采购 6600 

  房屋建筑物购建 房屋建筑物购建 医卫慈善用房施工 集中采购 2030 

  运转性项目 维修（护）费 其他建筑工程 集中采购 450 

三、服务 C         16738.48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物业管理服务 集中采购 174 

  基本公共卫生专项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其他服务 集中采购 826.97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持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其他保险服务 集中采购 194.6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持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其他服务 集中采购 185.54 

 其他非资本性项目 委托业务费 审计服务 集中采购 148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标准部分 车辆加油服务 集中采购 19.1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标准部分 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集中采购 31.3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标准部分 物业管理服务 集中采购 3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其他 车辆加油服务 集中采购 114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其他 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集中采购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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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品目大类 专项名称 经济科目 采购物品名称 采购组织形式 总计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其他 机动车保险服务 集中采购 27.9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其他 其他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集中采购 1.5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购建 其他系统集成实施服务 集中采购 2208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安全集成实施服务 集中采购 5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存储服务 集中采购 11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基础软件开发服务 集中采购 425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计算机设备维修和保养服务 分散采购 1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计算机设备维修和保养服务 集中采购 952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其他信息技术服务 分散采购 5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软件集成实施服务 分散采购 5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软件集成实施服务 集中采购 20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软件运维服务 集中采购 827.23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行业应用软件开发服务 分散采购 25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硬件集成实施服务 分散采购 5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硬件集成实施服务 集中采购 50 

 信息网络购建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硬件运维服务 集中采购 30 

 医疗保障能力建设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其他服务 集中采购 16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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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品目大类 专项名称 经济科目 采购物品名称 采购组织形式 总计 

  运转性项目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车辆加油服务 分散采购 5 

 运转性项目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车辆加油服务 集中采购 12.2 

 运转性项目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分散采购 3 

 运转性项目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集中采购 4.6 

 运转性项目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机动车保险服务 分散采购 2.1 

 运转性项目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机动车保险服务 集中采购 2 

 运转性项目 维修（护）费 其他维修和保养服务 集中采购 150 

 运转性项目 维修（护）费 医疗设备维修和保养服务 集中采购 1940 

 运转性项目 维修（护）费 硬件运维服务 集中采购 55.6 

 运转性项目 物业管理费 安全服务 集中采购 527 

 运转性项目 物业管理费 空调、电梯维修和保养服务 集中采购 70 

 运转性项目 物业管理费 其他服务 集中采购 2600 

 运转性项目 物业管理费 其他维修和保养服务 集中采购 88 

 运转性项目 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集中采购 1920.26 

 运转性项目 物业管理费 职业中介服务 分散采购 846.5 

注：1.采购组织形式为：集中采购、部门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 

   2.采购品目名称根据《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2013]189 号）规定品目名称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