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计划生育/生殖医学领域应用基础和应用性研究；生育、

节育、不育相关技术服务，具备医疗服务、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AIH、IVF-ET、ICSI）和法医

物证亲子鉴定资质；内设妇幼健康临床检验质量监测指导中

心、孕前优生数据分中心、计划生育服务质量监测指导中心、

云南省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办公室等省级技术服务管理机构，

承担对全省妇幼健康服务机构的技术培训与指导；组织省级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及病残儿医学鉴定。 

（二）机构设置情况 

全所现有正式职工 47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38 人。是

国家卫生健康委“西部孕前优生重点实验室”和云南省“生

育调节与少数民族优生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设有业务

及管理 2 大部门 10 个科室，主要业务涵盖临床医学、生化

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和生殖流行学等学科领域。有 4 人担任

国家级杂志编委，2 人任全国学会委员，2 人任省级学会副

主任委员，8 人担任省级学会委员。 

（三）重点工作概述 



 
 

在省卫生健康委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和行风建设，为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1、加强 2 个重点实验室的学科建设，不断提升科技创

新水平；按计划有序开展新增及在研 20 个项目的研究。 

2、精细化质量管理提高全省妇幼健康服务体系能力。

抓实抓好全省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叶酸增补、基本避孕

服务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质量管理；按计划完成

145 家妇幼保健机构和 100 家乡镇卫生院临床实验室质量管

理；认真履行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先心病筛查项目省级管

理机构职责，促进科学备孕、优生优育、不育防治、产前保

健等服务在基层服务机构的有效衔接；参与“优质服务基层

行”相关管理工作，全方位、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促进健康。 

4．规范开展生殖医学对外服务，扩大现有仪器设备开

放共享，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生优育、不孕不育、避孕节

育等优质的性与生殖健康保健服务需求。 

    5.完成上级指令性任务。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 2021 年部门预算单位共 1 个。其中：财政

全额供给单位 1 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事业单位 1 个。

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 50 人，其中：事业编制 50 人。在职实有

47 人，其中： 财政全额保障 47 人。 

离退休人员 40 人，其中： 退休 40 人。 

车辆编制 4 辆，实有车辆 3 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1 年部门财务总收入 1,827.54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1,023.04 万元，单位自有资金收入中：事业收

入 500.0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300.00 万元，其他收入

4.50 万元。与上年对比总收入增加 36.9%，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增加 37.5%，主要为人员待遇调整增加、项目

预算增加及预算中含医疗保险费用。经营收入增加 200%，主

要为经营业务项目点增加，经营收入大幅提升。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1 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1,023.04 万元，其中:本年收

入 1,012.44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0.60 万元。本年收入中，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012.44万元（本级财力 1,012.44

万元）。与上年对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增加 37.5%，主

要为人员待遇调整增加及公用经费增加，主要为人员待遇调

整增加、项目预算增加及预算中含医疗保险费用，故收入增

加。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1 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1,827.54万元。本级财力安排

支出 1,012.44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912.44 万元，项目支

出 100.00 万元。与上年对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增

加 37.5%，主要为人员待遇调整增加、项目预算增加及预算

中含医疗保险费用增加，故各项支出增加。 

（一）本级财力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科学技术支出-应用研究-机构运行 779.56 万元，主

要用于本单位职工工资、对外技术服务及单位运转基本保障

等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事业单

位离退休 2.16 万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公用经费。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4.69 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职

工养老保险缴纳。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机关事

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5.55 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职

业年金缴纳。 

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事业单位医疗 50.41

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医疗保险费缴纳。 

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公务员医疗补助

37.81 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医疗保险费缴纳。 



 
 

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其他行政事业单位

医疗支出 3.51 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医疗保险费缴纳。 

住房保障支出-住房改革支出-住房公积金 58.75 万元，

主要用于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缴纳。 

（二）本级财力支出按部门经济科目分类情况 

基本工资 211.6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11.64 万元）。 

津贴补贴 0.0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7 万元）。 

奖金 17.64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7.64 万元）。 

绩效工资 378.1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378.16 万元）。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74.69 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74.69 万元）。 

职业年金缴费 5.5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55 万元）。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4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0.41 万元）。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37.8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37.81

万元）。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5.2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5.29

万元）。 

住房公积金 58.7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8.75 万元）。 

办公费 10.20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0.20 万元）。 

差旅费 5.64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94 万元，项目支

出 3.70 万元）。 



 
 

维修（护）费 8.00 万元（其中：项目支出 8.00 万元）。 

培训费 8.00 万元（其中：项目支出 8.00 万元）。 

专用材料费 73.5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8.01万元，

项目支出 55.50万元）。 

劳务费 6.30 万元（其中：项目支出 6.30 万元）。 

委托业务费 3.00 万元（其中：项目支出 3.00 万元）。 

工会经费 8.9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8.98 万元）。 

福利费 8.9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8.98 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7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6.75

万元）。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7.5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7.57

万元）。 

办公设备购置 15.50 万元（其中：项目支出 15.50万元）。 

五、省对下转项转移支付情况 

我单位无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

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 7 个，采购预算资金 91.75

万元。 

七、基本支出预算变动的主要原因 



 
 

云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2020 年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 9.39 万元，较上年

减少 1.64 万元，下降 17.5%，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公务接待费 

云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2021 年公务接

待费预算为 0 万元，较上年减少 1.34 万元，下降 100%，预

算无用财政拨款支出公务接待费。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云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2020 年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 9.39 万元，较上年减少 0.3 万元，

下降 3%。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9.69 万元，较上年减

少 0.3 万元，下降 3%。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3 辆。 

按要求每年递减 3%要求进行压缩。 

八、项目支出预算变动的主要原因 

云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2021 年项目支

出预算 100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0%，因上年无项目预算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