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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中省市关于医疗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拟订全县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

障方面的法规规章草案、政策、计划和标准，并组织实施。

（二）贯彻执行国家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落实省

市具体实施办法，建立健全全县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

推进全县医疗保障基金支付方式改革。

（三）贯彻执行省市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政策，执行省市

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待遇标准，建立健全与筹资水

平相适应的待遇调整机制。组织实施全县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改革。

（四）落实省市城乡统一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

目、医疗服务设施等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

（五）贯彻执行国家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医

疗服务设施收费等政策，落实省市有关公立医院基本医疗服

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收费等政策，执行省市价格信息监测

和信息发布制度。

（六）贯彻执行省市药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政策，指

导和监督全县药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工作。

（七）贯彻执行省市定点医药机构协议和支付管理办法，

执行医疗保障信用评价和信息披露制度，监督管理纳入医保



- 4 -

范围内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依法查处医疗保障领域

违法违规行为。

（八）负责全县医疗保障经办管理、公共服务体系和信息

化建设；落实省市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政策，执行省市

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制度。

（九）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根据上述职责，合阳县医疗保障局内设四个股室：办公

室、基金股、稽核股、业务股。

下属事业单位：医疗保险经办中心、药品采购与结算事

务中心。

二、2020 年主要工作任务

一、落实落细疫情防控措施，彰显医保使命担当。一是

全面落实医保特殊报销政策，向县医院预拨 440 万元医保资

金，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医院不因资

金影响救治。二是做好疫情防控医疗保障经办服务工作，大

力推广非接触性经办模式，提供“不见面”医保经办服务，

医疗保障相关业务延期办理。三是强化医药监管，加强对疫

情防控药品和耗材的价格监管,综合运用监测预警、函询约

谈、提醒告诚等方式,着力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价格行为，积

极督促药品配送企业落实价格政策。四是做好联防联控工作，

落实网格化管理职责，做好慧宁府小区、金阳小区住户及驻

村包联百良镇李家庄社区、北马家庄疫情防控工作。

二、精准推进医保扶贫，筑牢医疗保障底线。一是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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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应保尽保，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97081 人，其中参保

缴费 91564 人，因参军、入学等原因视同参保 5517 人，参

保率 100%达标。资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低保户、重度残疾

人等各类参保对象参保对象 69788 人 1278.8 万元。二是全

面落实中省市各项医保扶贫政策，实施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享受“先诊疗后付费”

和“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开通门诊慢性病绿色通道，贫

困户住院政策范围内医药费用报销比例不低于 80%。预计全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保扶贫“三重保障”报销 10200 人次

4770 万元，其中基本医保 4350 万元，大病保险 320 万元，

医疗救助 100 万元。三是医保扶贫宣传到村入户，印发政策

汇编和扶贫宣传折页 3 万余份到村到户，先后在县城广场、

万众社区搬迁点、各镇街开展城乡居民医保扶贫政策宣传暨

义诊送药系列活动，发放宣传资料 5000 余份，义诊 1000 余

人次，免费赠送价值 4 万元的药品。同时对医疗机构窗口工

作人员政策知晓率进行考试，开展多次全员新结算系统操作

培训，建立了微信群，随时指导，确保医保结算系统操作熟

练。四是建立健全医保扶贫长效机制，制定了《合阳县医疗

保障局脱贫攻坚长效机制》《合阳县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监测

预警和帮扶机制》《合阳县易地扶贫搬迁医疗保障后续扶持

工作实施方案》等长效机制。五是驻村联户扶贫扎实推进，

对包联百良镇北马家庄村、李家庄社区选派 5 名驻村干部，

成立了脱贫攻坚督导组，认真开展周督查，关心驻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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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条件，开展了夏日送清凉活动，各类驻村待遇全部落实

到位。六是全力做好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省级脱贫攻坚成效

考核等医保扶贫迎检工作，实行领导包片、同志包镇工作模

式，及时提供医保扶贫相关资料，及时整改反馈疑似问题整

改，医保扶贫工作顺利通过检查验收。

三、多管齐下强化监管，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一是规范

和完善基金财务制度及内控管理制度和办法。制定了业务经

办流程，成立了法规与基金监督股、稽核一股、二股，充实

了经办审核力量，确保了基金管理和各项操作流程的规范性，

有效防范操作风险。二是深入开展以定点医疗机构自查自纠

为重点的专项治理工作。多次组织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医保基

金使用问题自查自纠工作，全面排查梳理医疗行为、经办服

务行为和履约情况，规范医保服务行为，主动自觉整改到位，

守好群众“救命钱”。三是开展第二个打击欺诈骗保集中宣

传月活动，采取线上与线下宣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放宣

传单 3 万余份，张贴打击骗保海报、悬挂横幅、LED 屏幕滚

动播放宣传标语，公布打击欺诈骗保举报投诉电话，实现常

态化宣传，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四是开展全面稽查

检查，对政策落实、经办服务、一站式结算、违规违法行为

进行综合检查，对费用增长过快涉嫌违规定点医疗机构重点

检查。同时配合完成市医保局医保基金交叉检查及飞行检查。

截止目前，对 8 家医疗机构发放行政处罚决定书，追回医保

基金及罚款 54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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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范提升经办服务，医保惠民政策全面落实。一是

参保任务全面完成。2020 年城乡居民医保全县应参保

396244 人，实际参保 393715 人，其中参保缴费人数 379524

人，视同参保 14191 人，参保率 99.36%，完成省市下达的参

保率 95%的目标。城镇职工基本医保、生育保险全县申报登

记单位 326 户，参保职工 21673 人，其中生育保险参保登记

人数 13894 人。二是顺利完成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等业

务整合，进一步规范县政务服务大厅医保服务窗口和各定点

医疗机构经办服务窗口，推进医疗救助、门诊慢性病报销等

业务向基层医保办、卫生院延伸。三是做好医保报销支付工

作。截止 12 月底，城乡居民医保住院报销 37237 人次 14244

万元，门诊报销 43.1 万人次 1651 万元；城镇职工医保住院

报销 4091 人次 2819 万元，生育医疗费和生育津贴支付 497

人次 174 万元，个人帐户门诊刷卡 26.3 万人次 2045 万元。

四是做好慢性病审批工作。对全县 12 个镇进行了分区域分

时段分医院鉴定，保障了参保群众能及时顺利地进行门诊慢

特病鉴定。城乡居民慢特病审核备案 7139 人，报销 3841

人次 324 万元；职工慢性病鉴定 174 人，报销 599 人次 249

万元；完善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门诊

“两病”登记备案 9989 人，报销 6539 人次。

五、不断加强医药服务管理，减轻群众医药负担。一是

坚决实行各级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零差率销售，取消医用耗材

加成，有效缓解了群众看病贵问题。二是做好直接挂网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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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工作。加强药品集中采购，实行药品分类采购、网上阳

光采购，直接与生产经营企业议定采购价格，成功议价 200

余品种并正常配送。对部分临床确需，但无法网采的药品，

进行备案采购，有效缓解了临床用药压力。三是做好国家组

织带量采购工作，完成第一、二、三批国谈药品与增量合同

签订，并进行网上采购。四是制定 2020 年用药目录，要求

各医疗机构按需求制定本年度用药目录，并对目录执行情况

进行了检查，对于不按目录采购的医疗机构给予警告，要求

及时整改。

六、坚持党建引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一是旗帜

鲜明讲政治，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精神，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二是全力支持派驻纪检监察组和县委第八巡察组

工作，开展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专项行动，认真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开展警示教育活动，积极排查廉政风险点，

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岗位的管理。三是认真开展赵正永案

“以案促改”工作，开展专题学习研讨五次，按照“四个查

一查、四个专项整治”要求深入开展排查整改，组织全系统

科级干部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组织局系统干部职工、定点医

疗机构代表 30 余人参加福音医院骗保案“旁听庭审”活动。

四是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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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定期开展好主题党日活动，充分调动发挥机关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五是扎实开展党建“留心护根”工程，推进党

组织七个标准化建设，结合党建主体日落实在职党员到社区

报到，建立了包联小区网格员队伍常态化开展工作机制，认

真落实“镇街吹哨、部门报到”行动，组织党员干部参与社

区志愿服务。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部门本级（机

关）决算和所属事业单位决算。

纳入本部门 2020 年部门决算编报范围的二级决算单位

共有 3 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合阳县医疗保障局（本级）

2 合阳县医疗保险经办中心

3 合阳县药品采购与结算事务中心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0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38 人，其中行政编制

7 人、事业编制 31 人；目前实有人员 40 人，其中行政人员

9 人、事业人员 31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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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0 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收入 2793.1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78.1

万元，增幅 159.08%，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增加；支出 2793.1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78.1 万元，增幅 159.08%，主要原因是

项目支出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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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合计 2793.1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78.1 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收入 2793.11 万元，占 100%；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其他收入 0 万元，占 0%。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793.11 万元，为县级

财政当年拨付的公共预算资金财政拨款，较上年增 2793.11

万元，增幅 159.08%，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增加。

2、政府性基金收入 0 万元，为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政

府性基金，较上年无变化。

3、事业收入 0 万元，为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

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与较上年无变化。

4、经营收入 0 万元，为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

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较上年

无变化。

5、其他收入 0 元，为预算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

以外的各项收入，较上年无变化。

6、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元，主要是所属事业单

位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事

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能保证其支出的

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收支缺口的

资金。

7、上年结转和结余 0 万元,为以前年度尚未列支，结转

到本年仍按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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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支出合计 2793.1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37.9

万元，占 19.25%；项目支出 2255.21 万元，占 80.75%；经

营支出 0 万元，占 0%。

1、基本支出 537.9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

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421.9 万元，较上年增加 183.69 万元，增幅 77.11%，主要

原因是人员增加；商品和服务支出 116 万元，较上年增长

66.98 万元，增幅 136%，主要原因是单位业务增多。

2、项目支出 2255.21 万元，主要是为完成特定的行政

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包

括医疗费补助项目 2255.2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464.35 万，

增幅 185%，原因为项目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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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营支出 0 万元，主要是所属事业单位在活动及辅

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与上年对

比无变化。

4、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主要是所属事业单位用

非财政预算资金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与上年对比无变化。

5、结余分配 0 万元，主要是按照会计制度提取的事业基

金。

6、年末结转和结余 0 万元,主要是本年或以前年度预算

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

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2793.11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793.1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78.1

万元，增幅 159.08%，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增加；支出 27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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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较上年增加 1078.1 万元，增幅 159.08%，主要原因是

项目支出增加。

财政拨款支出 2793.1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37.9 万

元，较上年增加 250.67 万元，增幅 87.27%，主要原因是单

位单位人员增加；项目支出 2255.2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464.35 万，增幅 185%，原因为项目支出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情况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0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793.11 万

元，较上年增加 1078.1 万元，增幅 159.08%，主要原因是项

目支出增加。

2、支出按功能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 2020 年财政拨款支出 2793.11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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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52.9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9.47 万元，其主要原因是人员增

加。

（2）行政单位医疗支出（2101101）1.57 万，较上年增

加 1.57 元，原因是人员增加。

（3）事业单位医疗支出（2101102）13.33 万元，较上

年增加 7.15 元，原因是人员增加。

（4）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2101199）310.19 万

元，较上年增加 310.19 万元，原因是项目支出增加。

（5）城乡医疗救助支出（2101301）1048.55 万元，较

上年增加 258.09 万元，增幅 32.62%，原因是项目支出增加。

（6）行政运行支出（2101501）160.65 万元，较上年增

加 160.65 万元，原因是单位业务增多。

（7）其他医疗保障管理事务支出（2101599）310.19 万

元，较上年增加 150.76 万元，增幅 94.56%，原因是单位业

务增多。

（8）其他扶贫支出（2130599）998 万元，较上年增加

998 万元，原因是项目支出增加。

3、支出按经济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793.11 万元，其

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421.9 万元，较上年增加 183.69

万元，增幅 77.11%，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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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和服务支出（302）116 万元，较上年增长 66.98 万

元，增幅 136%，主要原因是单位业务增多。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2254.41 万元，较上年

增加 1463.55 万元，增幅 185%，原因是项目增加。

资本性支出（310）0.8 万元，较上年增加 0.8 万元，增

幅 100%，原因是项目增加。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基本支出2793.11万元，

其中：

人员经费 421.9 万元，较上年增长 183.68 万元，增幅

77.1%，原因是人员增加。主要包括基本工资（30101）197.41

万元、津补贴（30102）19.15 万元、绩效工资（30107）137.48

万元、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缴费（30108）52.96 万元、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30110）14.9 万元。

公用经费 116 万元，较上年增加 66.98 万元，增幅

136.64%，主要原因是单位开支增加，主要包括：办公经费

（30201）49.6 万元、印刷经费（30202）10 万元、邮电费

（30203）2 万元、差旅费（30210）9 万元、劳务费（30215）

5 万元、公务接待费（30216）0.6 万元、公车运行费（30224）

1.8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30225）8 万元、其他商品服务支

出（30227）30 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

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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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

费支出 2.4 万元，较上年增加 2.4 万元，增幅 100%，主要原

因是上年度我单位为新成立单位，无三公经费支出，较预算

增长 0 万元，增幅 0%，主要原因是本单位严控三公经费增长。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具体情况说明。

2020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 0 万元，占 0%；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0 万元，占

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 1.8 万元，占 75%；公务

接待费支出决算 0.6 万元，占 0.25%。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度因公出国支出 0 万元，较上年增长 0 万元，增

幅 0%，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无因公出国境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保有车辆 1 台，购置车辆 0 台，支出 0 万

元，较上年增长 0 万元，增幅 0%，主要原因是无购置车辆。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 1.8 万元，较上年

增加 1.8 万元，增幅 100%，主要原因机构改革去年无三公经

费开支。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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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本部门公务接待 11 批次，122 人次，支出 0.6

万元，较上年增加 0.6 万元，增幅 100%，主要原因机构改革

去年无三公经费开支。

3、培训费支出情况

2020 年本部门培训费支出 0 万元，较上年增长 0 万元，

增幅 0%，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本年度无培训计划。

4、会议费支出情况

2020 年本部门会议费支出 0 万元，较上年增长 0 万元，

增幅 0%，主要原因是本部门严控会议费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收入与支出情况，并已公开

空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与支出情况，并已公

开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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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一、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

辆 0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 台（套）。

2020 年当年购置车辆 0 辆；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

用设备 0 台（套）；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 台

（套）。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及下属单位无政府采购支出，并已公开空

表。

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1、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 2020 年一般公

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 0 个，

二级项目 1 个，共涉及资金 38.3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

目支出总额的 1.94%。组织对 2020 年 0 个政府性基金预算

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 0 万元，占政府性基金

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0%

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

评得分 10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643.46 万元，执行数 6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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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果：通过项目实施，

一是从监控情况来看，该项目立项符合规范，资金落实得到

保障；建立了业务管理制度、财务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健全

且得到了有效的执行，以上制度的运行得到了有效的监督。

我单位不断加强医疗救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坚持公开、公平、

公正和独立核算的原则，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二是顺利完

成了 2020 年度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的预算安排、资金使用及

后续管理，群众满意度较高。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一是资料

档案归档不够集中；二是发现档案中部分资料没有列明细及

目录并及时归类整理。下一步改进措施：加强对项目的持续

跟进，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管理，每个环节都不疏

忽。详见附表。

四、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及下属单位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16 万元，

较上年增加 66.98 万元，增幅 136.64%，主要原因是单位开

支增加，主要包括：办公经费 49.6 万元、印刷经费 10 万元、

邮电费 2 万元、差旅 9 万元、劳务费 5 万元、公务接待费 0.6

万元、公车运行费 1.8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8 万元、其他商

品服务支出 30 万元。

五、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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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支出。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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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

出。

5、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6、一般公共预算: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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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

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

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8、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

的收支预算。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见附件 2 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