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年

预算数
4107
434
0
0
0
0
0

3673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600 1344.56
580 2762.44
500 2515.44
80 190
0 57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预算调整率 ＝0%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过程

预算执行

预算管理

年度目标

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落实省卫生健

康委和省科协的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党建强会”战略，谋求学会在新时代的改革与发展，推进一流

学会建设，努力打造让党和政府放心、让会员满意、让社会称道、让时代点赞的现代科技社团，助力

健康江苏建设。（一）坚持党对学会的全面领导（二）加强学会组织建设（三）提升学术创新能力

（四）进一步发挥科研引领作用（五）提升继续教育工作内涵（六）推动健康科普再上新台阶（七）

依法依规完成各类鉴定及专家库管理（八）完善高端智库建设（九）进一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二级指标

决策

计划制定

目标设定

预算编制

项目支出
学会业务活动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专项

中长期目标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会员为本的服务理念，把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放在首位；

学会以团结组织广大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执行国家发展医学科技事业

的方针为宗旨。崇尚医学道德，弘扬社会正气，坚持民主办会原则，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提高医学科

技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促进医学科学技术繁荣和发展，促进医学科学技术普及和推广，促进医学科学

技术队伍成长，促进医学科技与经济建设相结合，为会员和医学科技工作者服务，为人民健康服务，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并依法维护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学会办事机构主要设有：办公室、人事科、财务科、组织管理部、学术会务部、继续教育部（科学普

及部）、临床检验杂志社、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等部门。学会办事机构编制人数为35人，截止目

前实有在编人数为28人，退休30人，离休1人，其他人员16人，合计75人。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资金总额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基本支出

江苏省省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名称 江苏省医学会

单位

主要职能

江苏省医学会为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学会前身为中华医学会江苏分会，于

1960年3月成立。现有会员5万多名，下设84个专科分会，300多个专业学组，是集聚我省内乃至全国医

学权威专家的优质资源平台。

学会的主要业务包括：开展医学学术交流；开展继续医学教育；开展医学科技项目评价、评审和医学

科学技术决策论证；评选和奖励优秀医学科技成果（包括学术论文和科普作品等）；发现、推荐和培

养优秀医学科技人才；宣传、奖励医德高尚、业务精良的医务人员；编辑出版《临床检验杂志》；承

担政府委托职能及承办委托任务；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推动医学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向

党和政府反映医学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落实党建工作责任 完成100% 完成100%

“三重一大”集体决策 ＝100% ＝100%
履行党风廉政“双报告”制度 完成100% 完成100%

规范管理专科分会 考核率、换届率 ＝50% ＝100%
发展会员 会员数 按计划完成 按计划完成

承办全国性学术年会 ≥0个 ≥1个
召开“长江医学论坛”学术会议 ≥1个 ≥6个
主办区域性、专题性学术年会 ≥10个 ≥40个

学科建设后备人才 超声专业基层人员能力提升 ＝50% ＝100%
继教项目申报和实施管理 核查继教项目 ≥300个 ≥2000个

电子学分审核发放 电子学分实施率 ＝100% ＝100%
全省医用设备使用人员业务

能力考评
按考评要求审核考生资格、组织考试 ＝0% ＝100%

按程序做好“江苏医学科技奖”的评审

和奖励
＝50% ＝100%

按评审结果择优推荐“中华医学科技奖

”及“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0项 ≥10项

针对学科发展需要，开展科

学研究
设立科研项目资金 ≥1个 ≥2个

　杂志纸质发行量 ≥5000册 ≥10000册

被全国数据库收录数 被收录数≥1个 被收录数≥1个

出版“健康导航”系列科普读物 ＝50% ＝100%
健康科普教育基地 ≥0个 ≥1个

送教下基层及健康巡讲 ≥10次 ≥50次
医学科普及义诊 ≥10次 ≥50次

案件办理率 ≥90% ≥90%
鉴定文书合格率 ≥95% ≥95%

专家库管理 专家培训 ＝50% ＝100%
疾病应急救助 两轮申报及审核 完成第一轮% 完成第二轮%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业务活动年均收入	 ≥500万 ≥3000万

接受社会、政府委托项目完成率	 ＝100% ＝100%
学术引领作用	 较高 较高

会员诊疗技能的改善或提高	 较高 较高
缓解医患矛盾、维护医疗秩序	 较好 较好

推动全省医疗服务安全和质量管理 ＝100% ＝100%

会员的再学习与提高	 ≥2000人次 ≥10000人次
专科分会发展	 ＝100% ＝100%

工作人员业务培训	 ＝100% ＝100%
会员满意度	 ≥90% ≥90%

医患双方满意率	 ≥90% ≥90%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二级指标

效益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履职

党建强会
党的建设、班子建设及行风

建设

组织建设

管理

医学学术

交流

组织承办全国性学术年会和

自主品牌“长江医学论坛”

及区域性、专题性年度会议

继教管理

与服务

科技创新

工作

“江苏医学科技奖”评审

《临床检

验杂志》

编辑出版

日常出版发行

医学科技

普及

开展各种形式的医学科普宣

教工作

医学鉴定

工作

各类医学鉴定

过程

预算管理

资产管理

项目管理

人员管理

机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