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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一部分 2022 年单位预算说明

一、单位基本概况

学校始建于 1959 年，2004 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湖南

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2018 年立项为湖南省卓越高职院校培

育单位。学校由湖南省政府举办，行政管理为湖南省卫生健

康委，业务主管为湖南省教育厅。学校现有芦淞、云龙两个

校区，占地共 700 余亩，在校学生 1.1 万人。学校现有教师

总数 596 人，学校下设中医学院、医学院、护理学院、药学

院、康复保健学院等 8 个教学院（部），开设有中医学、中

医骨伤、临床医学、医学影像技术等 19 个专业。学校有国

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1 门，

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2 个；有湖南省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

基地 4 个，直属附属医院 1 所(三级甲等医院)，非直属型附

属医院 3 所，教学医院 19 所，实习基地 174 个。

（一）单位职能职责

学校坚持以“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突出技能、全面育

人、服务社会”为办学宗旨，面向基层、中医药行业及康复

保健机构培养医药、护理、康复大专学历卫生技能型优秀人

才，促进国家卫生事业发展，已成为我省中医药实用型人才



和基层中医药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主要为医药学大专学历

教育、医药专业技术开发、医药专业技术培训、高等教育联

合办学以及其他相关社会服务。

（二）单位机构设置

1、党政管理 党政办、宣传统战部、纪检监察（审计）

室、组织人事处（党委教师工作部、党校）、教务处、科技

产业处、计划财务处、学生工作处（学生工作部）、招生就

业处（创新创业学院）、国际合作交流处（发展与规划处）、

基建后勤处、资产管理处、保卫处（武装部）、建设办，其

中建设办为临时机构。

2、群团管理机构 工会（退休办）、团委。

3、教辅机构 图书信息中心、质量与评建中心（高等职

业教育研究所）、教师发展中心。

4、二级机构 医学院（含医学技术产业研究所）、中医

学院（含社区卫生健康与产业研究所）、护理学院（含医养

结合与产业研究所）、康复保健学院（含康复保健与产业研

究所）、药学院 （含中药与产业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

院（含神农中医药文化与产业研究所）、公共课部（含传统

体育与产业研究所）、 继续教育学院（含社区教育与产业

研究所）、杂志社。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部门预算单位只有本级，没有其他预算单位，因此本部



门预算仅含本级预算。

三、单位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

2022 年单位收入总计预算 17499.96 万元，其中：本

年收入预算 15972.45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1527.51 万元。

本年收入预算 15972.45 万元构成为：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 7067.26 万元（含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147

万元），本年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6883.19 万元，本

年上级财政补助收入 2022 万元。单位本年收入预算较去年

（15695.23 万元）总体增加 277.22 万元，增减主要变化情

况为：由于财政中医药专项以及教育专项拨款的增加，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较上年增加 747.31 万元； 预计招生人数的减

少，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较上年减少 453.09 万元；上

级财政补助（提质培优专项）收入较上年减少 17 万元。单

位 2022 年上年结转结余收入 1527.51 万元，较去年（2164

万元）减少 636.49 万元，结转结余资金减少 29.4%。

（二）支出预算

2022 年本单位支出预算 17499.96 万元，其中，教育

15237.67 万元，科学技术 1.8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400

万元，卫生健康 1460.49 万元，住房保障 400 万元。支出

预算总额较去年（17859.23 万元）基本持平，略有减少，主

要原因是上年结转结余资金较去年有所减少。



四、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022 年本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 10616.77 万

元（本年预算 9089.26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1527.51 万元），

其中，教育支出 8354.48 万元，占 78.69 %；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400 万元，占 3.77 %；卫生健康支出 1460.49 万

元，占 13.77%，科学技术支出 1.8 万元，占 0.02%，住房

保障支出 400 万元，占 3.77%。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

2022 年本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数

5283.26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绩效工

资、基本养老保险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

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

2022 年本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拨款项目支出预算数

5333.51 万元，主要是学校为完成特定教学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高校“双一流”建设专

项 752 万元，用于主要用于学校专业群建设和学生实践教

学等方面；生均拨款专项 477 万元，用于弥补学校办学经

费不足的专项经费；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专项 6 万元，

用于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专业课题研究；中医药专项

549 万元，主要用于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培训项目理论培



训班、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中医药文化宣传与传承等支出；

提质培优专项专项 2022 万元，用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

化，更好地支撑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办好公平有质

量、类型特色突出的职业教育。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一般性支出情况

2022 年本单位会议费预算 15 万元，拟召开专业设置标

准研制专家论证会议，人数 20 人/ 次，内容为专业设置研

究讨论；培训费预算 586.83 万元，拟开展 贫困地区本土化

人才培养 培训，人数 575 人，内容为 中医专业培训三年 、

针灸推拿专业培训三年 ；拟开展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理

论培训，人数约 330-350 人，拟开展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

生师资培训，人数 180 人。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2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当年预算总额 3936 万元，其

中，货物类采购预算 3586 万元；工程类采购预算 200 万

元；服务类采购预算 150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及新增资产配置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本单位办公业务用房 97598

平方米，配套设施用房 87297 平方米，房屋出租用房 2950



平方米，服务器及计算机分别为 30 台及 2059 台，租用专

线 7 条，直拨电话 63 部，打印机 43 台，复印件 276 台，

电梯 3 台，公务用车 3 辆。

2022 年拟新增配置大中型客车 1 辆，以替换已到报

废期车辆。该车辆主要用接送学生见习、实习、大型活动

等；新增配备单位价值 50 万元 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单

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

六、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

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

费、专用资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

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纳入省（市/县）财政预算管理的

“三公 “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

费、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

中，公务接待 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

出；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

出（含车辆购置税）， 以及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

出；因公出国（境）费反 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

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 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

费等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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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2 年单位预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