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52,572.81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07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三、国防支出

四、事业收入 82,771.49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教育支出 80,744.08

六、其他收入 8,100.00 六、科学技术支出 601.50

七、主管部门对下属二类单位购买服务支出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8.91

八、上级补助收入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 2,246.10

九、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65,284.87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39.10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十三、农林水支出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4.17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一、粮油物质储备支出

二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十三、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四、预备费

二十五、其他支出

二十六、转移性支出

二十七、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八、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九、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43,444.30 本年支出合计 149,012.80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

上年结转 5,568.50

收入合计 149,012.80 支出总计 149,012.80

部门收支总表

编制单位：622-成都大学

收入 支出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其中：教育收

费

合计 149,012.80 5,568.50 52,572.81 82,771.49 18,474.69 8,100.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07 4.07

　14 　知识产权事务 4.07 4.07

　　06 　　专利试点和产业化推进 4.07 4.07

205 教育支出 80,744.08 3,736.19 51,093.20 18,414.69 18,414.69 7,500.00

　02 　普通教育 80,119.65 3,111.76 51,093.20 18,414.69 18,414.69 7,500.00

　　05 　　高等教育 80,066.87 3,058.98 51,093.20 18,414.69 18,414.69 7,500.00

　　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52.78 52.78

　03 　职业教育 71.00 71.00

　　05 　　高等职业教育 71.00 71.00

　08 　进修及培训 103.08 103.08

　　01 　　教师进修 103.08 103.08

　09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387.63 387.63

　　9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387.63 387.63

　99 　其他教育支出 62.72 62.72

　　99 　　其他教育支出 62.72 62.72

206 科学技术支出 601.50 601.50

　02 　基础研究 125.09 125.09

　　06 　　专项基础科研 125.09 125.09

　03 　应用研究 1.24 1.24

　　02 　　社会公益研究 1.24 1.24

　04 　技术研究与开发 424.72 424.72

　　02 　　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232.68 232.68

　　04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168.12 168.12

　　99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23.92 23.92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50.45 50.45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50.45 50.45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8.91 68.91

　01 　文化和旅游 50.00 50.00

　　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50.00 50.00

　99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8.91 18.91

　　03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支出 18.91 18.91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46.10 30.00 2,216.10 60.00

　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246.10 30.00 2,216.10 60.00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92.50 92.50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430.00 1,430.00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33.60 633.60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90.00 30.00 60.00 6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65,284.87 1,094.56 1,449.61 62,140.70 600.00

　02 　公立医院 54,081.03 177.57 631.60 52,671.86 600.00

　　01 　　综合医院 53,749.53 177.57 300.10 52,671.86 600.00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

补收支差额

主管部门对下

属二类单位购

买服务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

补收支差额

主管部门对下

属二类单位购

买服务

合计 上年结转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部门收入总表

编制单位：622-成都大学

科目

合计 上年结转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其中：教育收

费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

补收支差额

主管部门对下

属二类单位购

买服务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

补收支差额

主管部门对下

属二类单位购

买服务

合计 上年结转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部门收入总表

编制单位：622-成都大学

科目

合计 上年结转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99 　　其他公立医院支出 331.50 331.50

　04 　公共卫生 17.52 8.52 9.00

　　09 　　重大公共卫生专项 17.52 8.52 9.0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0,277.85 809.01 9,468.84

　　02 　　事业单位医疗 10,277.85 809.01 9,468.84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908.47 908.47

　　01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908.47 908.47

211 节能环保支出 39.10 39.10

　03 　污染防治 39.10 39.10

　　02 　　水体 39.10 39.10

215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4.17 24.17

　05 　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 6.39 6.39

　　10 　　工业和信息产业支持 6.39 6.39

　08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17.78 17.78

　　05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17.78 17.78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专项资金 上缴上级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

出

对附属单位的补

助支出
其他金额

合计 149,012.80 66,636.77 81,240.91 1,135.12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07 4.07

　14 　知识产权事务 4.07 4.07

　　06 　　专利试点和产业化推进 4.07 4.07

205 教育支出 80,744.08 39,436.57 40,735.51 572.00

　02 　普通教育 80,119.65 39,436.57 40,111.08 572.00

　　05 　　高等教育 80,066.87 39,436.57 40,058.30 572.00

　　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52.78 52.78

　03 　职业教育 71.00 71.00

　　05 　　高等职业教育 71.00 71.00

　08 　进修及培训 103.08 103.08

　　01 　　教师进修 103.08 103.08

　09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387.63 387.63

　　9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387.63 387.63

　99 　其他教育支出 62.72 62.72

　　99 　　其他教育支出 62.72 62.72

206 科学技术支出 601.50 476.50 125.00

　02 　基础研究 125.09 125.09

　　06 　　专项基础科研 125.09 125.09

　03 　应用研究 1.24 1.24

　　02 　　社会公益研究 1.24 1.24

　04 　技术研究与开发 424.72 299.72 125.00

　　02 　　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232.68 232.68

　　04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168.12 43.12 125.00

　　99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23.92 23.92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50.45 50.45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50.45 50.45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8.91 18.91 50.00

　01 　文化和旅游 50.00 50.00

　　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50.00 50.00

　99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8.91 18.91

　　03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支出 18.91 18.91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46.10 2,246.10

　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246.10 2,246.10

部门支出总表

编制单位：622-成都大学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专项资金 上缴上级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

出

对附属单位的补

助支出
其他金额

部门支出总表

编制单位：622-成都大学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92.50 92.50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430.00 1,430.00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33.60 633.60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90.00 9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65,284.87 24,954.10 39,981.75 349.02

　02 　公立医院 54,081.03 14,676.25 39,073.28 331.50

　　01 　　综合医院 53,749.53 14,676.25 39,073.28

　　99 　　其他公立医院支出 331.50 331.50

　04 　公共卫生 17.52 17.52

　　09 　　重大公共卫生专项 17.52 17.52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0,277.85 10,277.85

　　02 　　事业单位医疗 10,277.85 10,277.85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908.47 908.47

　　01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908.47 908.47

211 节能环保支出 39.10 39.10

　03 　污染防治 39.10 39.10

　　02 　　水体 39.10 39.10

215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4.17 24.17

　05 　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 6.39 6.39

　　10 　　工业和信息产业支持 6.39 6.39

　08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17.78 17.78

　　05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17.78 17.78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52,572.81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07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52,572.81 二、外交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三、国防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一、上年结转 4,968.50 五、教育支出 54,229.39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968.50 六、科学技术支出 601.50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8.91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 30.00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2,544.17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39.10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十三、农林水支出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4.17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一、粮油物质储备支出

二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十三、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四、预备费

二十五、其他支出

二十六、转移性支出

二十七、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八、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九、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结转下年

收入合计 57,541.31 支出总计 57,541.31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编制单位：622-成都大学

收入 支出



合计 52,572.81

622 成都大学 52,572.81

　205 　教育支出 51,093.20

　　02 　　普通教育 51,093.20

　　　05 　　　高等教育 51,093.2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0.00

　　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30.00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3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449.61

　　02 　　公立医院 631.60

　　　01 　　　综合医院 300.10

　　　99 　　　其他公立医院支出 331.50

　　04 　　公共卫生 9.00

　　　09 　　　重大公共卫生专项 9.0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809.01

　　　02 　　　事业单位医疗 809.01

类 款 项
功能科目款名称 总计

合计
工资奖金津补

贴

社会保障

缴费

工资奖金津补

贴

社会保障

缴费

住房公积

金

其他工资

福利支出
小计

住房公积

金

其他工资

福利支出
小计类 款 项

功能科目款名称 总计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科目表

编制单位：622-成都大学

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款名称 总计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公务接待

费

因公出国

(境)费用

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

费

维修

（护）费

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

出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

土地征迁

补偿和安

置支出

设备购置 大型修缮
公务用车

购置

土地征迁

补偿和安

置支出

设备购置 大型修缮

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

费

维修

（护）费

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

出

小计
房屋建筑

物购建

基础设施

建设

房屋建筑

物购建

基础设施

建设
会议费 培训费

专用材料

购置费

委托业务

费

公务接待

费

因公出国

(境)费用
会议费 培训费

专用材料

购置费

委托业务

费
办公经费办公经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科目表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小计
工资奖金

津补贴

社会保障

缴费

住房公积

金

其他工资

福利支出
小计 办公经费 会议费

42,571.57 31,368.97 18,737.47 4,400.00 1,000.00 7,231.50 11,202.60 2,882.65 217.00

42,571.57 31,368.97 18,737.47 4,400.00 1,000.00 7,231.50 11,202.60 2,882.65 217.00

41,421.96 30,559.96 17,928.46 4,400.00 1,000.00 7,231.50 10,862.00 2,882.55 217.00

41,421.96 30,559.96 17,928.46 4,400.00 1,000.00 7,231.50 10,862.00 2,882.55 217.00

41,421.96 30,559.96 17,928.46 4,400.00 1,000.00 7,231.50 10,862.00 2,882.55 217.00

1,149.61 809.01 809.01 340.60 0.10

331.60 331.60 0.10

0.10 0.10 0.10

331.50 331.50

9.00 9.00

9.00 9.00

809.01 809.01 809.01

809.01 809.01 809.01

其他资本

性支出
小计

房屋建筑

物购建

基础设施

建设

公务用车

购置
设备购置 合计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合计

房屋建筑

物购建

基础设施

建设

公务用车

购置
设备购置 大型修缮

其他资本

性支出
大型修缮

其他资本

性支出

其他资本

性支出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科目表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培训费
专用材料

购置费

委托业务

费

公务接待

费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
维修护费

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
小计

房屋建筑

物购建

基础设施

建设

公务用车

购置

土地拆迁

补偿和安
设备购置 大型修缮

294.40 795.00 2,650.50 16.76 110.00 10.00 1,218.38 3,007.91 7,812.62 7,812.62 700.00 6,496.00

294.40 795.00 2,650.50 16.76 110.00 10.00 1,218.38 3,007.91 7,812.62 7,812.62 700.00 6,496.00

294.40 795.00 2,650.50 16.76 110.00 10.00 1,218.38 2,667.41 7,512.62 7,512.62 700.00 6,196.00

294.40 795.00 2,650.50 16.76 110.00 10.00 1,218.38 2,667.41 7,512.62 7,512.62 700.00 6,196.00

294.40 795.00 2,650.50 16.76 110.00 10.00 1,218.38 2,667.41 7,512.62 7,512.62 700.00 6,196.00

340.50 300.00 300.00 300.00

331.5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31.50

9.00

9.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其他对事

业单位补

助

合计
资本性支出（一）其他对事

业单位补

助

合计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科目表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其他资本

性支出
小计

房屋建筑

物购建

基础设施

建设

公务用车

购置
设备购置 大型修缮

其他资本

性支出
616.62 2,188.62 50.00

616.62 2,188.62 50.00

616.62 2,158.62 50.00

616.62 2,158.62 50.00

616.62 2,158.62 50.00

30.00

30.00

30.00

合计

对企业资

本性支出

(一)

对企业资

本性支出

(二)

合计
社会福利

和救助

对企业资

本性支出

(一)

对企业资

本性支出

(二)

合计
社会福利

和救助

资本性支出（二）
合计 费用补贴 利息补贴

其他对企

业补助
合计合计 费用补贴 利息补贴

其他对企

业补助

资本性支出（一）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对企业补助 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科目表



802.00 30.00 1,306.62

802.00 30.00 1,306.62

802.00 1,306.62

802.00 1,306.62

802.00 1,306.62

30.00

30.00

30.00

补充全国

社会保障

基金

合计
国内债务

付息

国外债务

付息

国内债务

发行费用

国外债务

发行费用
助学金

国外债务

还本
合计

上下级政

府间转移

性支出

国外债务

还本
合计

上下级政

府间转移

性支出

国内债务

付息

国外债务

付息

国内债务

发行费用

国外债务

发行费用
合计

国内债务

还本
合计

国内债务

还本
离退休费

其他对个

人和家庭

补助

合计

对社会保

险基金补

助

补充全国

社会保障

基金

合计离退休费

其他对个

人和家庭

补助

合计

对社会保

险基金补

助

助学金
个人农业

生产补贴

个人农业

生产补贴

债务还本支出 转移性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科目表



单位：万元

对民间非

营利组织

和群众性

自治组织

其他支出债务转贷 调出资金 合计 预备费 预留 合计

对民间非

营利组织

和群众性

自治组织

其他支出合计 预备费 预留 合计 赠与
国家赔偿

费用支出
赠与

国家赔偿

费用支出

援助其他

地区支出
债务转贷 调出资金

援助其他

地区支出

转移性支出 预备费及预留 其他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科目表



单位：万元

类 款 类 款

合计 52,572.81

505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42,571.57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1,368.97

　　301 　　30101 　　基本工资 7,737.51

　　301 　　30102 　　津贴补贴 221.96

　　301 　　30107 　　绩效工资 10,778.00

　　301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200.00

　　301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800.00

　　301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800.00

　　301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300.00

　　301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300.00

　　301 　　30113 　　住房公积金 1,000.00

　　301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7,231.50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1,202.60

　　302 　　30201 　　办公费 77.00

　　302 　　30202 　　印刷费 76.00

　　302 　　30203 　　咨询费 67.00

　　302 　　30204 　　手续费 3.00

　　302 　　30205 　　水费 420.00

　　302 　　30206 　　电费 440.10

　　302 　　30207 　　邮电费 110.00

　　302 　　30209 　　物业管理费 672.55

　　302 　　30211 　　差旅费 415.00

　　302 　　302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110.00

　　302 　　30213 　　维修（护）费 1,218.38

　　302 　　30214 　　租赁费 125.00

　　302 　　30215 　　会议费 217.00

　　302 　　30216 　　培训费 294.40

　　302 　　30217 　　公务接待费 16.76

　　302 　　30218 　　专用材料费 795.00

　　302 　　30226 　　劳务费 2,403.50

　　302 　　30227 　　委托业务费 180.00

　　302 　　30228 　　工会经费 350.00

　　302 　　30229 　　福利费 38.00

　　302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00

　　302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156.00

　　302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007.91

506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7,812.62

　50601 　资本性支出（一） 7,812.62

　　31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301.00

　　310 　　31003 　　专用设备购置 5,760.00

　　310 　　31005 　　基础设施建设 700.00

　　310 　　310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435.00

　　310 　　310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616.62

509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188.62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50.00

　　303 　　30304 　　抚恤金 30.00

　　303 　　30305 　　生活补助 20.00

　50902 　助学金 802.00

　　303 　　30308 　　助学金 802.00

　50905 　离退休费 30.00

　　303 　　30301 　　离休费 30.00

　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1,306.62

　　303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06.62

名称 名称
总计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经济分类表

编制单位：622-成都大学

政府预算经济分类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总计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总计



单位：万元

小计
在编人员支

出

其他人员支出

和补助支出
离退休支出 聘用人员支出 小计 日常公用支出其他公用支出

合计 29,491.69 27,405.59 24,137.47 3,238.12 30.00 2,086.10 1,639.10 447.00

622 成都大学 29,491.69 27,405.59 24,137.47 3,238.12 30.00 2,086.10 1,639.10 447.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7,018.97 27,018.97 24,137.47 2,881.50

　　30101 　　基本工资 7,737.51 7,737.51 7,737.51

　　30102 　　津贴补贴 221.96 221.96 221.96

　　30107 　　绩效工资 10,778.00 10,778.00 10,778.0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200.00 2,200.00 2,200.00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800.00 800.00 800.00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800.00 800.00 800.00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300.00 300.00 300.00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300.00 300.00 300.00

　　30113 　　住房公积金 1,000.00 1,000.00 1,000.00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881.50 2,881.50 2,881.5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86.10 2,086.10 1,639.10 447.00

　　30201 　　办公费 20.00 20.00 20.00

　　30202 　　印刷费 15.00 15.00 15.00

　　30203 　　咨询费 20.00 20.00 20.00

　　30204 　　手续费 0.50 0.50 0.50

　　30205 　　水费 150.00 150.00 150.00

　　30206 　　电费 150.10 150.10 150.10

　　30207 　　邮电费 50.00 50.00 50.00

　　30211 　　差旅费 160.00 160.00 160.00

　　30213 　　维修（护）费 140.00 140.00 140.00

　　30215 　　会议费 18.00 18.00 18.00

　　30216 　　培训费 50.00 50.00 5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9.76 9.76 9.76

　　30218 　　专用材料费 177.43 177.43 177.43

　　30226 　　劳务费 525.50 525.50 525.50

　　30228 　　工会经费 350.00 350.00 350.00

　　30229 　　福利费 38.00 38.00 38.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00 10.00 10.00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编制单位：622-成都大学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单位：万元

小计
在编人员支

出

其他人员支出

和补助支出
离退休支出 聘用人员支出 小计 日常公用支出其他公用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编制单位：622-成都大学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9.00 59.00 40.00 19.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42.81 142.81 112.81 3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86.62 386.62 356.62 30.00

　　30301 　　离休费 30.00 30.00 30.00

　　30304 　　抚恤金 30.00 30.00 30.00

　　30305 　　生活补助 20.00 20.00 20.00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06.62 306.62 306.62



单位：万元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专项资金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编制单位：622-成都大学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编制单位 622-成都大学 单位：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费
小计

公务用车运行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
费小计

公务用车运行
费小计

合计 26.76 10.00 16.76

教科文处 26.76 10.00 16.76

　622 　成都大学 26.76 10.00 16.76

　　622601 　　成都大学 26.76 10.00 16.76

　　622602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公务接待费
因公出国
（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三公经费合计 因公出国（境） 公务接待费 三公经费合计

因公出国
（境）

单位名称
三公经费合计 因公出国（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三公经费合计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表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上年预算数 当年预算数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上年预算数 当年预算数

单位代码



单位：万元

类 款 项
单位名称（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专项资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

编制单位：622-成都大学

项    目 本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单位名称（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起止年份 年度总体目标 财政拨款小计 经费拨款 收费和罚没收入
其他收入（当

年以收定支）

其他收入（动

用历年结余）
政府性基金 专项收入 自有资金小计 事业收入 经营性收入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合计 15,722.40 15,722.40 5,008.32 5,008.32 33,263.09

622 成都大学 15,722.40 15,722.40 5,008.32 5,008.32 33,263.09

622601 成都大学 15,422.40 15,422.40 4,054.00 4,054.00 8,286.20

根据成财教[2016]99号

文，下达2016年第二批市
2019 -- 2019 通过问卷和线上调查，了解参观

本馆后的观众对于医学科普的意
0.63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举办了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十次以上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基地与成都大学联合承办中国解

剖学会“护理解剖年会”
1次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基地与成都电视台“成都全接触”

栏目合作“敬畏生命”节目，向社
2019年3月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补充购置人体科学馆所需的人体

标本
3.4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创新型管理框架和运作模式，即

建立更高一级的科普基地管理机

建立活动形式和活动组织机构，形成周期

性、渐进式、多元方式、多医学体系的医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体科学与医学科普基地融专业

性、知识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为

使公众通过对基地的参观获取医学知识，

加深对医学本<br>质的理解，最终促进公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公众对人体科普基地设施、讲解

等的满意度
90%

2019年市本级党员教育培

训专项经费
2019 -- 2019   在深入贯彻落实《2014—2018年

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
102.40 102.4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培训人数 600人次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组建培训班
建立高水平全媒体平台管理员队伍示范培

训班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培训课程完成 2019年12月1日前完成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人均培训成本 0.18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在全市党员教育培训专题设置、

课程安排、教学效果等方面为全

培训人次达到550余人，在全市党员教育

培训专题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效果等方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确保“两学一做”、“党的十九大精

神”、省委、市委党代会专题教育

确保“两学一做”、“党的十九大精神”、省

委、市委党代会专题教育活动展开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学员满意度 95%

卷叶贝母工程化繁育技术

研究与开发
2019 -- 2019 "1. 鳞茎诱导再生方案主要是以切

块的野生鳞茎为外植体，在含有
4.16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发表研究论文 2篇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申请专利 2项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完成发明专利申请 2019年4月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卷叶贝母种植人工费用人均 3000元

项目效益 经济效益指标 以野生鳞茎为外植体构建起卷叶

贝母鳞茎的再生体系

大大提高了野生鳞茎的繁殖系数，并在鳞

茎再生调控机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建立的卷叶贝母<br>组织培养体

系为基础，进一步培育成苗

制适合的培养基质和构建最佳的人工气候

条件，形成既可以<br>工厂化育苗供人工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工厂化育苗生产技术企业 90%

成都大学硕士专业建设资

金
2019 -- 2019 1、争取1个学科点进入国内学科

评估前30%；2个左右硕士专业学
332.38 332.38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顺利进行研究生招生考试 3500人

左右的初试资格审查，现场确认
3500人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组织并实施 3500人左右的研究生

招生考试初试
3500人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省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特色学科 3个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完成本校研究生招生 350个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2个左右硕士专业学位点进入国内

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前 50%；

2个左右硕士专业学位点进入国内专业学

位水平评估前<br>50%；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通过<br>ESI分析报告，跟进我校

学科建设水平，不断补齐短板。

通过<br>ESI分析报告，跟进我校学科建设

水平，不断补齐短板。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逐步建立 1套研究生导师管理、培

训系统，提高导师队伍建设水平

逐步建立<br>1套研究生导师管理、培训系

统，提高导师队伍建设水平。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1个学科点进入国内学科评估前

30%
1个学科点进入国内学科评估前 30%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投入生物医药用于学科群组织建

设
2019年10月完成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研究生培养经费 159.27万元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研究生处研究生招生工作经费 30万元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研究生处硕士点培育项目 120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通过优势特色学科群建设，推动

学科的交叉融合，促进研究生教

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应用

型专门人才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校综合办学实力，推动区域发

展，达到高水平办好成都大学的

有助于保障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开展，

提升学校的研究生教育影响力，扩大研究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8%

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育专

项
2019 -- 2019 成都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育

计划，拟在2018至2020年3年时间
3,350.00 3,350.0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学校国家级项目新增 150项以上

部门项目绩效指标表

编制单位：622-成都大学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SCI、SSCI等收录的高水平论文 800篇以上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博士学位教师 500人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院士、长江学者、杰青、政府特

殊津贴获得者、省学术与技术带
突破1000人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院士、长江学者、杰青、政府特

殊津贴获得者、省学术与技术带
达到省属重点高校水平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成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2019年完成我校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建设。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学校主要学科实验条件大幅提

高，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取

学校建成一支符合国内一流城市综合大学

发展需要的德才兼备、结构合理、学术精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师资队伍综合实力进入省内高校

第一方阵

学校综合排名从目前全国400多名提升至

全国300强，源源不断为社会输送高素质
根据成财教[2018]158号

文，下达成都大学电力增
2019 -- 2019 2019年完成相关外线工程、配电

工程项目的设计、监理、施工等
654.46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1满意度指标 <br>2 满意度指标项

目的建设将满足学校的负荷增长
新增符合7360KVA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符合国家电网行业标砖规范 验收合格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完成相关外线工程、配电工程项

目的设计，监理，施工，等尾
2019年11月完成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改造和新建配电箱 600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满足近2万住校生的需求，改善教

学生活环境，确保学校用电安全

新建10kv高压配电房一间，新建主供电力

通道约7公里，电源点从十陵220kv变电站

项目效益 生态效益指标 项目建设不会造成危害性的环境

污染问题
确保周边生态环境良好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0%

下达2017年第二批市级应

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
2019 -- 2019 基本明确 PPK-PPD 方法对弱效应

中药妇科千金片对阿奇霉素功效
10.86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发表论文 6篇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发表核心期刊 3篇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举办讲座 2019年9月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课题的调研差旅费人均 3000元

项目效益 经济效益指标 相关研究以中药大品种妇科千金

片为例开展

有助于提升产品科学价值，促进产品市场

销售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相关研究对临床中药药物联合应

用的合理性进行探讨
建立一种可量化的药物联合应用评价模式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医联体就医系统使用者 90%

偿还BOT专项经费 2019 -- 2019 1.采用BOT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

目，减少学校投资风险，解决资
700.00 700.0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保证成大十陵校区四栋学生公寓

宿舍费足额收缴

保证成大十陵校区四栋学生公寓宿舍费足

额收缴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成都大学公寓化建设位居四川前

列

成都大学公寓化建设位居四川前列，打造

知名品牌。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完成成大十陵校区4栋公寓宿舍费

收缴
2019年10月1日前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偿还BOT专项经费 700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学生住宿问题 解决3500名学生的住宿问题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减少学校投资风险，解决资金不

足问题
减少学校投资风险，解决资金不足问题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川抗所运行补助经费 2019 -- 2019 1、 完成2019年度科研任务及科研

创收指标。2、 完成2019年度高素
2,000.00 2,000.0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维持在职职工工作正常运转 200多人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资金投入率 100%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完成川抗所人员经费划拨 2019年10月前完成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发放川抗所人员经费福利 2000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完成科研项目 6个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促使川抗所培养更多研究生 服务社会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工作人员满意度 95%

电力设施增容改造项目 2019 -- 2019 2019年完成相关外线工程、配电

工程项目的设计、监理、施工等
1,000.00 1,000.0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对现有1号总高配站选址新建并进

行增容改造校内配电房改造
新增负荷7360KVA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 符合国家电网行业标准规范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完成相关外线工程、配电工程项

目的设计、监理、施工等尾款，
2019年11月前完成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改造和新建配电房 700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满足近2万住校生的需求，改善教

学生活环境，确保学校用电安全

新建10KV高压配电房一间，新建主供电力

通道约7公里，电源点从十陵220KV变电站

项目效益 生态效益指标 项目建设不会造成危害性的环境

污染问题，确保周边生态环境良

项目建设不会造成危害性的环境污染问

题，确保周边生态环境良好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项目的建设将满足学校的负荷增

长需求

项目的建设将满足学校的负荷增长需求，

改善校内师生的工作、生活环境，让师生

设备购置专项 2019 -- 2019 1、共享共用机制，不断提高资产

使用效益。促使资产管理进入良
80.00 80.00 1,109.50 1,109.5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购买纸质图书约 8.8万册 8.8万册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订购2个平台 2个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订购4个数据库 4个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购买报纸 160份 160份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购买期刊约 1700种 1700种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采用较先进的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视频监控理念和技术，在

采用较先进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视

频监控理念和技术，在建成一个层次结构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通过对实验仪器配套设施的建设

改造，使更新和添置的实验仪器

通过对实验仪器配套设施的建设改造，使

更新和添置的实验仪器设备安装到位率达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十陵河以北校区公共区域监控点

位增补
2019年10月前完成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校本部设备、家俱购置费 100万元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常规实验设备及实验家具更新购

置专项
329.5万元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图书馆图书购置经费 > 500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规范我校行政办公家具及设备的

配置，保证行政办公的正常进行

构建资源节约型校园环境，优化资源配

置，提高资产使用效益，节约有限的办学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规范我校行政办公家具及设备的

配备，保证行政办公的正常进

保证全校招标工作常进行，为教育教学提

供有力保障
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

院专项经费（因公出国
2019 -- 2019 该经费主要用于学院及随行人员

至国（境）外相关院校进行教育
100.00 100.0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建省级以上平台 1个及以上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学术交流 16次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留学生招生 完成国际留学生招生200人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新增研究生招生指标 2018年新增30个及以上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获取国家级科研项目 1个及以上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新增本科专业 1个及以上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形成一支高水平师资团队
其中包含高级或专业人才2人，特聘顾问

、学术委员、客座教授60人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保证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因公出国

正常进行
2019年完成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充分用好专项经费
东盟学院经费100万，做到合理资源配

置，提前做好经费使用计划，用好院长工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学院的高

水平建设、多样化的学科建设，

引领国家高层次艺术人才培养、高质量艺

术精品创作和高水平国际艺术交流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通过学院师生赴国（境）外执行

艺术交流，进行国际交流

开展更多艺术类合作科研项目，扩大中国

- 东盟艺术学院国际知名度，积极开展与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高 85%以上

学生奖助专项 2019 -- 2019 1.确保无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

而失学，确保每位遇到突发经济
230.00 230.00 1,100.00 1,100.0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留学生规模扩大到500人 500人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奖励优秀学生 4000余人 4000余人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成都大学学生奖助资金标准在四

川省属院校中靠前

成都大学学生奖助资金标准在四川省属院

校中靠前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确保无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

而失学，确保每位遇到突发经济

确保无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确保每位遇到突发经济困难的学生得到学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实现研究生资助全覆盖，研究生

资助体系和水平在省内省属院校

实现研究生资助全覆盖，研究生资助体系

和水平在省内省属院校中居于中上位置。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调整奖学金结构，提高特别优秀

学生奖励标准，扩大特别优秀学

调整奖学金结构，提高特别优秀学生奖励

标准，扩大特别优秀学生奖励面。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全部奖助学金发放时间点
2019<br>年<br>12<br>月<br>1<br>日前

<br>发放完毕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发放学生勤工助学酬金 124.48万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发放学校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奖学金
327.85万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缴纳学生助学贷款风险金 210万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帮扶慰问困难学生 700余人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建立招收外国留学生和选派中国

学生赴国外学习的“双向互动”的

进一步促进学校办学的国际化，扩大学校

的国际影响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5%

根据成财教[2016]83号

文，下达2016年第一批市
2019 -- 2019 发表核心及以上高水平科技论文2

篇。形成一套有效的与成熟的新
10.93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成果专利 3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发表期刊 9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发表EI期刊 2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发表核心期刊 4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植被群落盖度达到85%~90%，蓄

水、保土能力分别达到70%~75%
2019年8月下旬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试验劳务费人员平均费用 4000元

项目效益 生态效益指标 有效的遏制了坍塌、滑坡、泥石

流、路基损毁等各种灾害的发生
每年挽回潜在的经济损失高达40余亿元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示范区内的边坡发育及护坡性能

的实际实现技术指标均达到合同

群落盖度在95%以上，蓄水、保土能力分

别达到85%、95%以上，形成明显的层次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成都市居民满意度 95%

成都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7年市级第五批应用技
2019 -- 2019 2017.10-2017.12 原料药准备，受

试药物的制备，含量测定、稳定
1.48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在Chinese Medicine发表论文 1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发表SCI 1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完成数据搜集 2019年9月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进行试验活动耗费占经费总额 80%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产品科学价值，促进产品市

场销售
建立一种可量化的药物联合应用评价模式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建立一种定量评价联合“弱作用

”中药对化学药物治疗疾病贡献度

为中西药物联合应用提供科学依据，为临

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药对化学药物治疗疾病贡献度 95%

结转根据成财教[2015]185

号文，下达2015年第七批
2019 -- 2019 共同挖掘以色列野生麦类资源优

异基因；对以色列野生麦类抗病
7.24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发表核心期刊 5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培养博士生 2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培养研究生 3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发表SCI论文 4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培养博士后、博士、研究生 2019年7月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发表期刊 2019年6月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人均出差调研费用 2000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我国麦类品质，加快我国麦

类种质资源创新的步伐，培育具

培育出适应性更强，抗病、抗逆和优质高

产并有益于人类健康的作物新品种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收集的500份资源存入种质资源库
可持续为后续研究提供材料支撑，同时也

为其他研究者提供重要材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关于下达2017年市级第四

批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
2019 -- 2019 （1）2017年6-10月，更加系统地

梳理前期关于信息平台、人才培
7.84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发表核心期刊 6篇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完成《创建三方协同平台驱动创

新发展机制研究》研究报告
1篇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完成利润操纵的特征指标提取 2018年1月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开展调研活动10次 15000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推进成都市政府大数据建设、打

造智慧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强化了政府对企业监管能力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从事公

司理财、盈余管理、利润操纵管

成都高新技术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

的市场环境，推动了成都高新技术产业优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成都“政校企”协同创新平台 98%

关于下达2017年第二批文

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
2019 -- 2019 完成《天府文化研究》（“创新创

造”卷）目录及内容的编纂，五大
18.91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发布书籍、著作 5本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与成都市社科规划办联合发布课

题
10项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发表CSSCI期刊论文 3篇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天府文化研究》（乐观包容

卷）
2019年6月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天府文化研究》（优雅时尚

卷）
2019年9月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天府文化与成都的现代化追求

》
2019年5月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进行文献编纂并发表费用占总成

本比例
80%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天府文化研究》2卷和《天府文

化与成都的现代化追求》报送成

下发成都市各区县机关单位，作为成都干

部学习资料；开展讲座，作为市民学习天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深入开展天府文化研究，扩大社

会影响力

扩大天府文化、蜀文化在全中国的影响

力，增加大家对成都的了解与喜爱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关注巴蜀文化的相关机构、群众

、书友对该著作的满意度
98%

一期改扩建专项经费 2019 -- 2019 (一) 改善教学科研、实验实训及

配套用房面积不足的现状，在学
62.54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机械、生物学院实验室设备采购 15台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完成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

、体育场馆等更新改造的验收
验收合格并正常投入使用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完成一期改扩建所有主体项目的

支付
2019年4月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土木工程特色专业实验室建设 73.97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设置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空间
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锻炼学生的创业思

维，为以后向社会输入高质量、高水平人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完成教学设备与科研设备的更新

改造

为师生日后的学习、科研提供良好的条件

与环境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0%



成都大学硕士专业建设资

金-设备购置
2019 -- 2019 1、争取1个学科点进入国内学科

评估前30%；2个左右硕士专业学
667.62 667.62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完成本校研究生招生 350个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组织并实施 3500人左右的研究生

招生考试初试
3500人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省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特色学科 3个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顺利进行研究生招生考试 3500人

左右的初试资格审查，现场确认
3500人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2个左右硕士专业学位点进入国内

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前 50%；

2个左右硕士专业学位点进入国内专业学

位水平评估前<br>50%；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通过<br>ESI分析报告，跟进我校

学科建设水平，不断补齐短板。

通过<br>ESI分析报告，跟进我校学科建设

水平，不断补齐短板。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1个学科点进入国内学科评估前

30%
1个学科点进入国内学科评估前 30%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逐步建立 1套研究生导师管理、培

训系统，提高导师队伍建设水平

逐步建立<br>1套研究生导师管理、培训系

统，提高导师队伍建设水平。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投入生物医药<br>30000元用于学

科群组织建设
2019年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硕士人均投入成本 1.8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通过优势特色学科群建设，推动

学科的交叉融合，促进研究生教

每年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300人。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校综合办学实力，推动区域发

展，达到高水平办好成都大学的

有助于保障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开展，

提升学校的研究生教育影响力，扩大研究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8%

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育专

项
2019 -- 2019 成都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育

计划，拟在2018至2020年3年时间
7,450.00 7,450.0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引进特聘院士3名 3名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学校拥有博士学位教师500人以

上，专任教师博士比例到达45%以

学校拥有博士学位教师500人以上，专任

教师博士比例到达45%以上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特聘诺贝尔奖获得者3名 3名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学校国家级项目新增150项以上，

SCI、SSCI等收录的高水平论文800

学校国家级项目新增150项以上，SCI、

SSCI等收录的高水平论文800篇以上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学校成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形

成“本科-硕士-博士”完整高等教育

学校成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形成“本科-

硕士-博士”完整高等教育体系。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院士、长江学者、杰青、政府特

殊津贴获得者、省学术与技术带

院士、长江学者、杰青、政府特殊津贴获

得者、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省千人计划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学校自然指数排名进入川内高校

前5名
学校自然指数排名进入川内高校前5名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成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2019年达成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师资队伍综合实力进入省内高校

第一方阵
师资队伍综合实力进入省内高校第一方阵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学校综合排名从目前全国400多名

提升至全国300强

学校综合排名从目前全国400多名提升至

全国300强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学校主要学科实验条件大幅提

高，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取

学校主要学科实验条件大幅提高，国家级

、省部级科研平台取得更大突破，学校整

科研专项经费 2019 -- 2019 1、通过校基金项目的开展，促进

我校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和学
60.00 60.00 639.50 639.50 7,500.0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0项 10项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国家自然基金 20项 20项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实现新增省厅级平台1-2个 1-2个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实现新增省部级平台3-6个 3-6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各平台有一批<br>SCI、<br>CSSCI

、<br>EI等高水平论文

各平台有一批<br>SCI、<br>CSSCI、<br>EI

等高水平论文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获得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获得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2019年授权发明专利<br>60项 2019年

项目效益 经济效益指标 到校科研经费实现增长 到校科研经费实现增长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我校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

和学术交流，确定科学研究方

促进我校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

流，确定科学研究方向，提高科研能力，
健康养殖专用乳酸菌微丸

的研发
2019 -- 2019  形成饲用益生菌制剂加工方面的

发明专利1-2项，形成技术操作规
7.15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发表论文 2篇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发明专利 1项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发表论文一篇 2019年7月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购买主要原材料
麦芽糊精100公斤以上,乳清蛋白100公斤以

上,微生物培养基200公斤以上。

项目效益 经济效益指标 相关企业抗生素的使用量逐年减

少10%以上
年新增产值100万元以上。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替代或部分替代家禽养殖过程

中的抗生素

使我省畜禽养殖业逐步走上一条健康、安

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畜禽养殖企业 90%

创新创业活动专项经费 2019 -- 2019 1．通过项目立项的方式，资助学

生开展学科竞赛活动、大学生创
50.00 50.00 215.00 215.0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创编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

演合唱作品作
1首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学生申报学生发展与素质提升活

动各类项目
300项以上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比赛获奖数量 200项以上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服装制作 40套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完成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立项项目

建设工作

保质保量完成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立项项目

建设工作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成功举办成都大学“嘤鸣之春”大

学生艺术节

成功举办2019年成都大学“嘤鸣之春”大学

生艺术节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大学生艺术节经费 2019年10月完成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大学生艺术节专项经费 15万元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创新创业专项经费 250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编排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节

目

完成1个大学生艺术节节目，提高学生的

艺术鉴赏能力，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和知名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加强创新创业

实践教育，有利于增强学生创新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加强创新创业实践教

育，有利于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8%

因公出国（境）专项 2019 -- 2019 1、建立起包括海外培训分层次、

多形式、高质量的干部教育培训
290.00 290.0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中青年骨干教师海外培训项目预

计派出
20人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美国俄克拉荷马学生事务培训项

目
6人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优秀青年教师海外名校或名师访

学计划预计送培
2人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优秀教师海外培训项目预计派出 18人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中干台湾培训项目 10人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预期派出校级领导团组 6批次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中干随校级领导出访项目（澳新

团、美加团、荷兰丹麦团、日韩
32人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国际化师资发展合作平台 建设高水平国际化师资发展合作平台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学校赴美国、加拿大教育文化交

流团
2019年11月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学校赴泰国、马来西亚交流访问

时间
2019年5月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人均出国境成本 2.68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主要用于校领导及随行人员至国

外友好合作院校教育洽谈项目的

主要用于校领导及随行人员至国外友好合

作院校教育洽谈项目的开展，通过与外方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为深入推进人才强校战略，提高

我校青年教师科学研究水平与能

为深入推进人才强校战略，提高我校青年

教师科学研究水平与能力，造就一批跻身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干部教育培训成效在学科专业建

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基层党

为“改革创新、转型升级、高水平办好成

都大学”作出更大贡献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教职工满意度 95%

622602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300.00 300.00 954.32 954.32 24,976.89

信息化建设硬件、软件购

置及维护费
2019 -- 2019 为了促进医院的快速发展，信息

化软硬件是必不可少的。需完成
186.82 186.82 1,244.08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采购数量
一：硬件采购<br>1、台式计算机139台；2

、笔记本电脑14台；3、打印设备12台；4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合格率
1、政府采购率>60%<br>2、系统验收合格

率>90%<br>3、系统运行率>95%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完工时间 2019年12月31日完成验收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系统运行成本
1、线路租用成本：19万元；<br>2、数据

采购成本：0万元；<br>3、年度维护成本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工作效率提升
医院手术室及临床医生工作效率较以往有

所提升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系统正常使用年限 >8年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临床科室满意度 满意度达到90%

深化医联体内健康分级管

理
2019 -- 2019 1. 适宜技术推广在医联体内基层

医疗机构开展常见病、多发病的
300.00 300.0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远程医疗设备采购数量
远程超声设备大于2套，远程监测设备大

于6套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远程医疗设备正常运行率 大于90%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完成远程医疗设备购置 2019年12月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年度维护成本增长率 小于5%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医院社会影响力 较以往提升10%以上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远程医疗设备正常使用年限 大于等于3年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基层医院患者三方满意 95%

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 2019 -- 2019 完成院内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医

院运营，改善医院面貌，改善病
710.00 710.00 480.0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改造、修缮数量 10处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大于95%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工程完工 2019年12月完成工程验收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率 大于1%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满足周边社区及病人需求，给予

病人更好的就医环境达到社会效
较前年度增长率5%以上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医院运行情况
项目完工后，项目建设以人为本的原则，

方便就医，为医院硬件配套处置能力提供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职工病人满意 满意度达95%以上

6226020014-医联体建设

补助经费
2019 -- 2019 以国家分级诊疗政策为指导，完

成医联体信息系统建设，实现覆
177.57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采购数量 医联体信息系统开发服务1套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合格率
1、政府采购率100%；2、系统验收合格率

>90%；3、系统运行率>90%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完工时间 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验收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系统运行成本
1、线路租用成本5万元；2、年度维护成

本增长率<5%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工作效率提升
医联体双向转诊及临床科室工作效率较以

往提升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系统正常使用年限 >8年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医联体成员单位满意 满意度达到90%

外科综合大楼建设 2017 -- 2019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外科综合大楼

建设项目1、完成外科综合大楼主
18,264.0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工程建筑面积
外科综合大楼建筑54979.28平方米。包

括：（一）地上部分：地上20层，建筑面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
外科综合大楼工程达到国家工程质量标

准，2019年12月31日前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外科综合大楼工程施工 2019年12月31日前主体工程全面完工。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率 大于0.1%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满足周边社区及病人需求，给予

病人更好的就医环境达到社会效
社会效益增长率5%以上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外科综合大楼完工投入使用
项目投入使用后，充分发挥北部片区医疗

中心的作用，方便病人就医。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病人满意度
外科综合大楼完工投入使用后，床位增加

了，也改善了病人就医环境，病人满意度
6226020010仿制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性评价平台建设
2019 -- 2019 2019年上旬完成采购， 6.39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购置空调24台 26台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满足受试者需求 满意度100%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2019年5月之前完成采购 2019年5月31日

项目效益 经济效益指标 承接一致性评价项目 约10个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推动成都市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

作
1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试者满意度 受试者满意度达到90%

6226020012-人工关节表

面抗菌生物活性涂层的研
2019 -- 2019 按照项目结题要求 2.83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发表论文 2篇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按照项目任务书要求 100%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按项目任务书要求完成时间 2019年12月31日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人工关节抗感染力 100%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申报高级项目 1项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使科研技术积累，制备的材料符

合项目预期
满意度达到95%

6226020006-根据成财教

[2015]185号文，下达2015
2019 -- 2019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将阐明隐丹

参酮抗脑动脉瘤作用的新机制；
9.22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发表论文 1篇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按照项目任务书完成 完成率100%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按计划时限完成 2019年12月31日

项目效益 经济效益指标 提供创新药物研发，提供可观的

经济效益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人才培养 3-5名

项目效益 生态效益指标 无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申报高级项目 1项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使用临床治疗手段提高病人满意

度
病人满意度达到90%

配套污水处理扩容、配电

增容附属设施工程
2019 -- 2019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配套污水处理

扩容及供配电增容附属设施工程
4,300.0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配套污水处理扩容及供配电增容

附属设施工程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900m3/d，

含构筑物、设施设备。新建两回路10KV线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项目竣工验收完成率 100%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配套污水处理扩容及供配电增容

附属设施工程
2019年12月31日前工程全面完工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率 大于1%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医院社会影响力
工程投入使用后，保障外科综合大楼的运

营需求，进一步改善病人就医环境，提升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配套污水处理扩容及供配电增容

附属设施工程投入使用后

配套污水处理扩容及供配电增容附属设施

工程投入使用后，满足外科综合大楼需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配套污水处理扩容及供配电增容

附属设施工程投入使用后

工程投入使用后，保障外科综合大楼的运

营需求，进一步改善病人就医环境，提高

因公出国（出境） 2019 -- 2019 每年度选派5-8人出国（境）参会/

访学以提升专业理论素质，开阔
57.50 57.5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5-8人
2019年度依据医院学科发展，选送<br>8名

学术骨干出国（境）参会、深造。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培养学科带头人 医教研能力提升，开过国际视野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2019年12月31日 出国（境）人数目标人数达到8人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差旅费、住宿费、工资绩效及社

保公积金等

差旅费、住宿费、工资绩效及社保公积金

等预计57.5万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培养学科带头人、学科骨干 培养学科带头人2名、学科骨干3名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专业理论水平、国际化学术视野

。

提升专业理论素质，开阔国际化<br> 学术

视野。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医院发展、学科发展、员工职业

规划
有利于员工职业生涯发展、促进医院发展

 第一住院楼、门诊楼、

教学楼（综合甲楼）装饰
2018 -- 2019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第一住院大楼

、门诊楼、教学楼（综合甲楼）
484.0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工程装饰装修面积
第一住院大楼门诊楼、教学楼（综合甲

楼）装饰装修工程27000平方米。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完成工程结算审计，完成竣工决

算

第一住院大楼门诊楼、教学楼（综合甲

楼）装饰装修工程完成结算审计，完成工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工程按时完成结算审计
2018年10月已完成工程竣工验收，2019年

12月31日前完成工程结算审计。

项目完成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率 大于0.1%

项目效益 经济效益指标 医院社会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医疗水平及服务患者能力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为病人提供良好的就医环境 较前年度增长率5%以上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医院社会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医疗水平及服务患者能力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足周边社区及病人需求，给予

病人更好的就医环境，提升病人
病人满意度达到95%以上。

6226020013-下达2017年

第一批、第二批市级应用
2019 -- 2019 完成项目合同书规定等内容 8.80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发表论文 2篇

项目完成 质量指标 按照项目任务书完成 100%

项目完成 时效指标 按照项目任务书要求完成 2019年12月31日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红景天苷临床应用及开发 100%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申报高级别项目 1项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临床治疗提供信息满意度 临床满意度达到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