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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况 

一、本部门职责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

医院、太原铁路中心医院）成立于 1939年，是山西省目前唯一

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社区服务为一体的三甲

中西医结合医院，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中西医结合医院，

首批国家级爱婴医院，太原市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中心，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山西省、太原市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太原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就医首

诊定点医院。 

医院总占地面积 197.53 亩，其中府东院区 24.48亩、建北

院区 10.9 亩、黑土巷院区 1.36 亩、晋中院区 160.79 亩（在

建）；建筑面积 61540 平方米，编制床位 1000张，开放床位 1400

张，在职职工 1512 人，其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

人，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105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7人。 

医院现有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 6个（李可、白兆芝、

单镇、门氏杂派、高继宁、赵建平），省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

5 个。拥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3 个（脑病科、肺病科、中医外

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 5 个（肺病科、脾胃病科、外

科、重症医学科、预防保健科），国家级重点学科 4 个（中西医



 

 

结合临床、肾病、中医药信息学、中医治疗技术工程学）。另有

肿瘤科、风湿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骨伤科、中西医结

合泌尿男科、儿科、妇科、康复科等 16个省级重点学/专科。 

医院多年来坚持中西医结合特色建设，凝聚了一批国家级

中医、中西医结合知名专家，将药物治疗与非药物治疗相结合，

体质辨识调养与疾病辨证施治相结合，开展治已病与治未病共

进模式，致力于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疗服

务。现有东软 128 排螺旋 CT、东芝 64 排 CT、德国西门子高能

直线加速器及 X-刀系统、美国 GE1.5T 核磁共振仪、荷兰飞利

浦 CV-15 数字血管造影机、ECT、数字胃肠 X光机、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高压氧舱、腔镜检查及微创手术设备等先进的医疗设

备 70 余台（套），中医诊疗设备 50 余台（套）。医院的内镜微

创诊疗及手术技术达到省内先进水平，介入诊疗技术形成了体

系和规模，肿瘤放射治疗技术达到了省内先进水平。ERCP、内

镜括约肌切开术、肾上腺髓质肿瘤切除、膀胱癌根治可控回结

肠代膀胱术、肾癌根治腔静脉瘤栓摘除术、经眉锁孔入路垂体

瘤切除术、人工关节置换术、血液净化技术等项目达到省内领

先水平。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难治性肾病综合症、慢性肾功能衰

竭、心脑血管疾病、肿瘤、风湿免疫系统疾病、脾胃病等方面

形成了独到之处，深受患者好评。医院始终坚持“科技兴院”

的发展战略，近年来，成功申报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科技部国



 

 

际合作项目 4项，山西省科技厅项目 15项，省卫生健康委课题

21 项，其他各类各级课题 68 项。发表论文 800 余篇，参编国

家高校规划教材 15 部，编著专业著作 20余部。在医疗卫生事

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医院与省内 40 余所基层医疗机构结成山

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疗集团，通过院院联合，形成规模发展

优势，促进资源下沉，推动分级诊疗、双向转诊，提升集团内

基层医院的医疗水平。 

在新时代，医院将坚持“中西合璧，臻于至善；秉德致医，

精勤不倦”的办院宗旨，本着“厚德、精医、博学、笃行”的

院训精神，大力促进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疗水平的提高，以鲜

明的中西医结合特色和省内领先的医疗水平，为全省人民提供

“简、便、验、廉”的中西医结合特色医疗、预防、保健服务。 

开展以医疗与护理为主的诊疗工作、开展医学教学与研究、

开展卫生技术人员医学教育、继续医学教育和学术交流。提供

公共卫生服务、参与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灾害事故及战争

状态下的紧急救援工作。 

二、 机构设置情况：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设下列内设机构： 

(一)职能科室 

党委办公室、纪检监察室、工会、团委办公室、院长办公

室、人事科、财务科（经济核算办公室、物价收费管理办公室）、



 

 

宣传科、医疗保险管理科(干部保健科)、医务科（社区卫生管

理办公室、医患关系办公室）、护理部、门诊办公室、医院感染

管理科、科教科（教学科、研究生科、住培办）、信息科、审计

科、设备科、总务科、离退休管理办公室、保卫科。 

   (二)临床科室 

预防保健科、肺病科（呼吸内科）、脾胃病科（消化内科）、

脑病一科（神经内一科）、脑病二科（神经内二科）、脑病三科

（神经内三科）、心血管病一科、心血管病二科、 肿瘤血液病

科、肾病一科、肾病二科、肾病三科、内分泌病一科（糖尿病

足病科）、内分泌病二科（甲状腺科）、内分泌病三科、老年病

一科、老年病二科、外一科（普外一科）、外二科（普外二科）、

外三科（泌尿外科）、外四科（胸普外科、乳腺科）、脑病四科

（神经外科）、骨一科、骨二科、骨伤一科（针刀科）、骨伤二

科（整脊科）、妇科、产科、儿科、耳鼻咽喉科、眼科、口腔科、

皮肤科、肛肠科、急诊科（综合内科）、重症医学科（ICU）、麻

醉科（手术室）、介入科、治未病科、风湿科、针灸科、推拿科、

理疗科(中医综合治疗区)、名中医工作室、经典扶阳病房、第

二病区内科。                                                    

(三)医技科室 

放射影像科、核磁共振室、核医学科、检验科、超声诊疗

科、心功能检查科、中心实验室、药剂科、病理科、物资供应



 

 

科、营养科、输血科。 

（四）建设路院区 

建设路院区办公室、疼痛科、体检科、感染性疾病科、康

复医学科（灸疗室）、广汗法病房(银屑病科)。 

（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黑土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东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

南社区卫生服务站、双塔寺一社区卫生服务站、双塔寺二社区

卫生服务站、七一社区卫生服务站、迎春社区卫生服务站、南

十坊社区卫生服务站、建工二社区卫生服务站。 

（六）晋中院区建设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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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0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年度收入总计 75563.02 万元、支出总计 61506.92 万

元。与 2019 年相比，收入总计减少 15004 万元，下降 15.67%，

支出总计减少 15036 万元，下降 19.64%。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受

新冠疫情影响和冲击，诊疗人次和出院人次均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下降，医院的业务量出现下滑，医疗收入较同期下降 31.11%。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收入合计 75563.0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5032.67万元，占比 19.89%；事业收入 57749.32万元，占比

76.43%；其他收入 2781.03万元，占比 3.68%。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支出合计 61506.9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3252.21 万元，占比 86.58%；项目支出 8254.71 万元，占比

13.42%。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15032.67万元、支出总计

8606.91万元。与 2019年相比，财政拨款收入总计增加 10230

万元，上浮 213%，财政拨款支出总计增加 3606万元，上浮

72.11%。主要原因是我单位 2020年 8 月底到位财政专项拨款资

金 10000 万元（晋财建一【2020】143-1号）用于晋中院区住



 

 

院实训楼在建工程建设。我单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于

2020 年 5月 2 日开工建设，按照山西省发改委可研批复，项目

建设工期为二年，预计于 2022 年 4 月底竣工。截止 2020年底，

住院实训楼项目共使用中央资金 3411.38万元。主要用于支付

住院实训楼设计费、监理费、农民工工资及工程进度款。故相

应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都相应有所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0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8606.91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13.99%。与 2019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3606万元，上浮

72.11%。主要原因是截止 2020年底，新增住院实训楼项目共使

用中央资金 3411.38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住院实训楼设计费、

监理费、农民工工资及工程进度款。其中，人员经费 374万元，

占比 4.35%，日常公用经费 8233万元，占比 95.65%。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0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8606.91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科学技术（类）支出 64.58万元，占 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

支出 352.2万元，占 4%；卫生健康（类）支出 8190.13万元，

占 95%；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 15032.67 万元，支出决算



 

 

8606.9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7.25%。其中：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8606.91万元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352.20万元，项目支出：8254.71 万元。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8606.91 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 352.20万元，分别为商品服务支出 1.46万元，对个人和家

庭补助支出 350.74 万元；项目支出 8254.71，分别为商品服务

支出 4820.5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2.8万元，资本性

支出 3411.38万元。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352.2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350.74 万元，主要包括离休费及退休人员取暖补贴；公用经费

1.46万元，主要包括党支部活动经费。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

明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无三公经费。 

八、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无机关运行经费。 

（二）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344.66 万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支出 344.66 万元。政府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53.07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5.63%。其中：授予小微



 

 

企业合同金额 11.59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3.54%.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13 辆。其中，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6 辆、其他用车 7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轿车

2 辆、轻型客车 4 辆、体检车 1辆；单价 50万元（含）以上的

通用设备 11 台（套），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专用设备 48

台（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部门组织对 2020年度省级财政

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类和 300万元以上的经费补助类 7个项目

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涉及预算资金 25505万元，占一般公

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41.47%。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部门应当按照部门预算管理要求，对本部门涉及的专业名

词进行解释。 

一、 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 

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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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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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 



 

 

入。主要是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出租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使用以前年度积累

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金额。 

六、 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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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所得 

税、提取的专用结余以及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的金额等。 

八、 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 

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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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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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三公”经费：指省直部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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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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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

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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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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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