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金总额 416405.19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对应项目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临床应用型人才培养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科教强卫工程人才 ≥5人 ≥7人

入选百千万人才 ≥0人 ≥1人

外出学习研修 ≥5人 ≥10人

市厅级课题 ≥10项 ≥30项

启动药物临床实验研究 ≥0项 ≥1项

省部级课题 ≥5项 ≥10项

岗位职级评定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职称改革制度 深入推进 深入推进

专科护理标准化示范病区 ≥0个 ≥1个

省内一流实验室 ≥0个 ≥1个

党建工作信息化建设 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

议事决策程度 健全 健全

舆情监测预警力度 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

党风行风建设 法制教育、警示培训 ≥1次 ≥2次

组织建设 干部的考核管理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政治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

开阔合作视野 对外培训研修人数 ≥30人 ≥30人

院府合作模式 不断深化 不断深化

区域医院联盟 ≥0个 ≥1个

分级诊疗制度落实程度 ＝100% ＝100%

医疗质量监管平台对接 完成 完成

平均住院日 ≤8.5天 ≤8天

疑难病多学科会诊水平 提升 提升

患者VTE致残率及死亡率 降低 降低

DRGs绩效管理综合评估机制 逐步建立 逐步建立

收治病种结构 不断优化 不断优化

互联网+医疗模式 不断推进 不断推进

三四级手术率 ≥40% ≥80%

申报省级护理培训基地建设 ≥0个 ≥1个

药占比 ≤32% ≤30%

年门急诊量 ≥90万人次 ≥230万人次

年住院人次 ≥7万人次 ≥12万人次

急危重症救治能力 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

肾脏肝脏移植 深入开展 深入开展

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医疗纠纷投诉管理系统 ＝1个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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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评价体系

履职

坚持改革创新，释

放人才学科发展新

活力

人才队伍

科技创新

高峰高原学科建

设

全面加强党的建

设，强化价值引导

思想建设

深化合作交流，拓

宽高水平协作新平

台 医联体建设

狠抓医疗质量，践

行诊疗水平提升新

要求

医疗质量

医疗服务

诊疗技术

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促进医院安全

稳定新发展

医疗安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对应项目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九不准、八项规定落实情况 ＝100% ＝100%

两个责任落实情况 ＝100% ＝100%

行风监管长效机制落实情况 ＝100% ＝100%

网络舆情风险防控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突发事件处置执行情况 ＝100% ＝100%

一岗双责制度 加强 加强

三级评价模式 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 ≥1000人 ≥1200人

教学质量 三基本培训考核 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

规培结业考试通过率及学位授予率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线上平台教学多模式执行率 ＝100% ＝100%

双万计划 落实 落实

示范性专业基地 ≥0个 ≥1个

法制化建设 ＝100% ＝100%

内部治理能力 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

大型设备使用率 ≥80% ≥85%

门急诊区域及巨龙医技用房改造 推进 推进完成

一站式后勤服务中心 完善 完善

医疗设备精细化管理 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

引进高端医疗设备 ≥0台 ≥1台

PET/MR等大型设备配置许可 推进申报 推进申报

医保管理与应用能力 深入推进 深入推进

院科两级运营分析 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

后勤智能化综合实施 ＝100% ＝100%

大数据应用与监控率 ＝100% ＝100%

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式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对应项目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对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影响力水平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对单位履职、促进事业发展的影响或

提 升程度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对急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患者提供

服务的提升程度
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

对减少财政投资成本的改善程度 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

区域环境影响程度 明显改善 明显改善

垃圾分类管理环保理念 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

对单位精细化管理和高质量发展提供

可持续保障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满意度 患者满意度 ≥85% ≥90%

生态效益

履职

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促进医院安全

稳定新发展

监督执纪问责

安全生产

实施教育教学改

革，探索医教协同

发展新路径

教师队伍

教学改革

加强精细化管理，

开拓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

现代医院管理

基础设施建设

大型设备配备

管理考核机制

信息化建设

效益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可持续发展

服务对象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