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部门预算公开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西安医学院是陕西省人民政府举办的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其前身是创建于 1951年的陕西省卫生学校。

1959年省政府设陕西省卫生干部学院建制。1994 年国家教委批准成立陕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06 年 2 月经教育

部批准，升格为本科院校，更名为西安医学院。

学校坚持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先后被确定为陕西省全科医生培训基地、陕西省基层医生培训中心，为

陕西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学校大力实施“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依法治校”战略，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科研水

平和社会服务能力，进入了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新阶段，学校各项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全校师生员

工齐心协力，奋发图强，争取早日建成西北医科大学。

二、2018 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我校深化综合改革、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一年。学校工作的总体思路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追赶超越”定位要求和服务“五新”战略任务，围绕校党代会确定

的三步走蓝图，以提升质量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抓好党建为保证，紧密结合双一流建设、本科教学工

作审核评估、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创建、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等工作，补短板、求突破、聚合力、重落实、保稳定，

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服务社会能力和大学文化氛围，全面提升学校综合实力。工作任务如下：

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为抓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三、切实加强学科建设，提升科技创新与服务能力；四、

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五、提升学生工作水平，确保毕业生就业质量；六、推进学校综合

改革，持续增强发展活力；七、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综合服务保障能力；八、做好教育精准扶贫，统筹

推进学校扶贫工作；九、加强直属附属医院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

三、单位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7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为 1160 人；实有人员 714 人，其中人事代理人员 81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

人员 173人。



四、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17年底，本单位固定资产总值 115026.44 万元，房屋建筑物总值 73873.40 万元，仪器设备总值 14328.84

万元，50万元以上大型仪器 16台。

五、学校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学校预算支出编制贯彻“统筹兼顾、勤俭节约”的原则，合理编制收入预算、制定科学的基本预算定额、注重

项目立项的可行性分析，项目支出预算编制遵循“规划管理、绩效考评、结余调剂”的原则。强化支出绩效的考核，



提高支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六、2018 年收支预算编制的依据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8 年学校收入预算 31303.00 万元，支出预算 31303.00 万元，同上年支出 24,233.44 万元相比，增加 7069.56

万元，增长约 29.17%，主要是由于学校持续发展，增加各项投入所致。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财政拨款收支情况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2018年公共预算拨款收入预算 9350.08万元，支出预算 9350.08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5701.08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873.0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104.49万元。

财政拨款同上年 4,944.14 万元相比，增加 4405.94 万元，增长 89%，主要是专项资金列入部门预算的项目增加

至 3644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 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共 9350.08 万元，其中：专项资金列入部门预算的项目为 3644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同上



年相比，增加 4405.94万元，增长 89%，主要是专项资金列入部门预算的项目增加所致。

2. 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分类对比（按功能科目分类）

单位：万元

如上表所示，高等教育功能科目中人员经费支出 4193.55 万元，较上年增加 613.23 万元，增长 17.13%；公用经

费支出 873.01 万元，较上年减少 45.24 万元；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较上年增加 3649 万元。事业单位离退休功能科目

共支出 312.24万元，较上年增加 182.24万元。住房公积金功能科目共支出 322.28万元，较上年增加 7.88万元。

3. 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功能科目合计 2017年 2018年 变动额 2017年 2018年 变动额 2017年 2018年 变动额

高等教育 3580.32 4193.55 613.23 918.25 873.01 -45.24 - 3649 3649

事业单位离退休 130.00 312.24 182.24 1.17 - - - - -

住房公积金 314.40 322.28 7.88 - - - - - -

总计 4024.72 4,828.07 803.35 919.42 873.01 -45.24 - 3649 3649



（1）人员经费支出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支出 1185.54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84.58 万元、“职业年金

缴费”支出 150.48万元、“医疗保险”共支出 250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支出 89万元、“自发工资专户（基

本工资）”、支出 1163.98 万元、“医疗费”10 万元、“个人采暖补贴”238.26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支出 431.71 万元、“财政上卡统发离退休费”支出 60.03万元、“财政上卡统发离退休生活补贴”支出 37.36 万元、

“离退休上卡改革性补贴”支出 4.85万元、“住房公积金”322.28万元。

人员经费总计支出 4828.07 万元。

（2）公用经费支出

“办公费”支出 89.83万元、“印刷费”支出 25万元、“水费”支出 175 万元、“物业管理费”支出 30 元、

“邮电费”支出 22 万元、“办公取暖费”支出 124.5 万元、“差旅费”支出 41.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支出 40 万元、“维修(护)费”支出 35 万元、“公务接待费”30万元、“电费”支出 150 万元、“离休人员公用经

费”支出 1.17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支出 109.01 万元。

公用经费总计支出 873.01万元。



（3）专项业务经费

“办公费”支出 50万元、“差旅费”支出 50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支出 80 万元、“因公出国（境）

费用”支出 5万元、“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支出 1204 万元、“专用设备购置”支出 2160 万元、“专用材料

费”支出 100万元。

专项业务经费总计支出 3649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六）“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2018 年“三公”经费预算 7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5 万元，公务接待费 3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 40万元。“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等预算较上年减少 10万元，是由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 10

万元所致。



（七）单位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 年部门综合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经费支出 5749.49万元，与去年基本持平。

（八）政府采购情况

2018 年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共计 11096.42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类预算 6926.42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预

算 300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类预算 1170 万元。

七、学校教育收费标准

西安医学院教育收费公示表

收 费 项 目 计 算 单 位 收 费 标 准 批准机关及文号 退 费 政 策

全日制普通

高等教育学费

西医类本科 元/生学年 5000 省物价局、教育厅

财政厅陕教资

【2006】53 号

普通（成人）高等学校学生入学

后因正当理由不能坚持学习，在入学

一个月以内、两个月以内、三个月以

内、三个月到第二学期的第一个月以

内要求退学的，分别扣除学费和住宿

费总额的 10%、30%、50%、70%退还剩

余的学费和住宿费，入学超过第二学

工学类、管理类、英语类本科 元/生学年 4500

高职生

（含五年制高职）
元/生学年 5500 省物价局、教育厅

财政厅陕教资

【2006】53 号专升本学生学费 元/生学年
按同等本科

专业收费标准



八、专业名次解释

1. 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资金。

2. 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期一个月的不再退费。

陕教资【2006】53 号

收取

研究生学费
学术学位硕士 元/生学年 8000

陕价行发【2014】68 号
专业学位硕士 元/生学年 12000

成人教育学费
本科半脱产班 元/生学年 3300 省物价局、教育厅、财政

厅陕教资【2006】53 号专科半脱产班 元/生学年 3000

住宿费

带暖气（含光校区学生公寓） 元/生学年 650 省物价局、教育厅

财政厅陕教资

【2006】53 号

带暖气、卫生间（高新校区学

生公寓）
元/生学年 800

新建公寓（未央校区） 元/生学年 1000
省物价局、教育厅

陕价行函【2006】53 号

研究生公寓（含光校区）

培训公寓（高新校区）
元/生学年 1100 陕价服发【2015】32 号

代办费 坚持自愿原则按实际开支收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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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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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

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西安医学院

2018年 3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