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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WS/T 598《卫生统计指标》分为以下9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居民健康状况； 

—第3部分: 健康影响因素； 

—第4部分：疾病控制； 

—第5部分：妇幼保健； 

—第6部分：卫生监督； 

—第7部分：医疗服务； 

—第8部分：药品与卫生材料供应保障； 

—第9部分：卫生资源。 

本部分为WS/T 598的第9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卫生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四川省卫生信息中心、重庆医科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薛明、潘惊萍、伍晓玲、钟晓妮、戴明锋、韩玉哲、张子武、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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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统计指标  第 9 部分：卫生资源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卫生统计指标中卫生资源相关的统计指标及指标描述。 

本部分适用于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的统计数据利用、发布及共享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WS/T 598.1 卫生统计指标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缩略语 

WS/T 598.1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卫生资源指标（indicators of health resources） 

反映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卫生人力、卫生经费、卫生设施等统计指标。 

4 卫生资源指标描述 

4.1 卫生资源指标公用属性 

卫生资源指标公用属性见表1. 

表1 卫生资源指标公用属性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属性值 

标识类 
版    本 V1.0 

注册机构 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 

关系类 分类模式 分类法 

管理类 

主管机构 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 

注册状态 标准状态 

提交机构 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 

4.2 卫生资源指标专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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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卫生人力 

 

  

标识符 IHS06.01.001 

中文名称 卫生人员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health personnel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报告期末在医疗卫生机构工作并由单位支付年底工资的在岗职工数之和，包括卫生技术人员、乡村医生

和卫生员、其他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又称在岗职工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在岗职工数包括在编及合同制人员、返聘和临聘本单位半年以上人员，不包括离退休人员、退职人员、

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人员、返聘和临聘本单位不足半年人员。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02 

中文名称 卫生技术人员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health technical personnel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报告期末医疗卫生机构中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药师(士)、检验及影像技师(士)、卫生

监督员和见习医(药、护、技)师(士)等卫生专业人员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不包括从事管理工作的卫生技术人员(如院长、副院长、党委书记等，一律计入管理人员）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03 

中文名称 执业(助理)医师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licensed physicians and physician assistants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报告期末医疗卫生机构中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且实际从事医疗、妇幼保健、疾病防治等工作的执业医师和

执业助理医师数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不包括实际从事管理工作的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计入管理人员）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04 

中文名称 全科医生数 

华东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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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Number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报告期末医疗卫生机构中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且执业范围为“全科医学专业”的执业（助理）医师数，以及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取得全科医生转岗培训、骨干培训、岗位培训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全科医生）培训合

格证的执业(助理)医师数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不包括参加全科医生培训未取得结业证书的人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05 

中文名称 注册护士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registered nurses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报告期末医疗卫生机构中取得注册护士证书且实际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员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不包括从事管理工作的注册护士。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06 

中文名称 卫生监督员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health supervisors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报告期末取得卫生监督员证且从事各类卫生监督执法的人员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包括公务员中取得卫生监督员证的人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监督执法信息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07 

中文名称 乡村医生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village doctors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年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从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取得“乡村医生”证书的人数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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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 IHS06.01.008 

中文名称 管理人员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staffs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年末医疗卫生机构中担负领导职责或管理任务的工作人员之和，包括从事医疗、公共卫生、医学科研与

教学等业务管理工作的人员；主要从事党政、人事、财务、统计、信息、安全保卫等行政管理工作的人

员。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09 

中文名称 工勤技能人员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logistics technical workers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年末医疗卫生机构中承担技能操作和维护、后勤保障、服务等职责并获得技能等级证书的工作人员之和。

包括技术工和普通工，技术工包括护理员(工)、药剂员(工)、检验员、收费员、挂号员等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不包括实验员、技术员、研究实习员(计入其他技术人员)，也不包括经济员、会计员和统计员等（计入

管理人员）。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10 

中文名称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health technical personnel per 1000 population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年末每千人口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 

计算方法 年末卫生技术人员数／年末常住人口数×1000 

指标说明 卫生技术人员数包括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药师(士)、检验技师(士)、影像技师(士)、卫

生监督员和见习医(药、护、技)师(士)等卫生专业人员。不包括从事管理工作的卫生技术人员(如院长、

副院长、党委书记等)之和。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11 

中文名称 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physicians and physician assistants per 1000 population 

计量单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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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年末每千人口拥有的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数。 

计算方法 年末（执业医师数+执业助理医师数)／年末常住人口数×10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12 

中文名称 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per 10000 population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年末每万人口拥有的全科医生数。 

计算方法 年末全科医生数／年末常住人口数×10000 

指标说明 全科医生数包括医疗卫生机构中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且执业范围为“全科医学专业”的执业(助理)医师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取得全科医生转岗培训、骨干培训、岗位培训、住院医师规范化(全科医生)培训合格

证的执业（助理）医师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13 

中文名称 每万人口口腔医师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dentists per 10000 population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年末每万人口拥有的口腔医师数。 

计算方法 年末口腔医师数／年末常住人口数×10000 

指标说明 口腔医师数指《医师执业许可证》中执业范围为口腔专业的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之和。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14 

中文名称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registered nurses per 1000 population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年末每千人口拥有的注册护士数 

计算方法 年末医疗卫生机构注册护士数／年末常住人口数×10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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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每万人口药师（士）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pharmacists per 10000 population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年末每万人口拥有的药师（士）数 

计算方法 年末医疗卫生机构药师（士）数/年末常住人口数×10000 

指标说明 药师（士）包括主任药师、副主任药师、主管药师、药师、药士，不包括药剂员。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16 

中文名称 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township health centre personnel per 1000 rural population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年末每千农村人口拥有的乡镇卫生院人员数 

计算方法 年末乡镇卫生院人员数／年末农村人口数×10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17 

中文名称 每千农村人口村卫生室人员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village clinic staffs per 1000 rural population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年末每千农村人口拥有的村卫生室人员数 

计算方法 年末村卫生室人员数／ 年末农村人口数×1000 

指标说明 村卫生室人员数包括在村卫生室工作的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乡村医生、卫生员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18 

中文名称 每万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public health workers per 10000 population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年末每万人口拥有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数 

计算方法 年末公共卫生机构人员数／年末常住人口数×10000 

指标说明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数包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科疾病防治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机构、

急救中心(站)、采供血机构、卫生监督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人员数之和。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华东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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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 IHS06.01.019 

中文名称 医护比 

英文名称 Ratio of physicians to nurses 

计量单位   

定义 年末执业（助理）医师数与注册护士数的比值。 

计算方法 1：（年末注册护士总数／年末执业（助理）医师总数）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20 

中文名称 继续医学教育比例 

英文名称 Percentage of physicians received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计量单位 % 

定义 年末主治医师中接受过继续医学教育人数所占比例。 

计算方法 年末接受过继续医学教育的主治医师数／年末主治医师总数×100% 

指标说明 主治医师指职称为主治级的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21 

中文名称 医学专业招生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medical specialty recruitments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某学年初实际注册的医学专业新生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高校招生数包括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含研究机构研究生和在职研究生）、本科及大专招生数，不含成人

本专科招生数。中专招生数包括普通中专和成人中专招生数，不含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招生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教育统计年报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22 

中文名称 医学专业毕业人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medical specialty graduates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某学年末取得毕业证书的医学专业毕业生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高校毕业人数包括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含研究机构研究生和在职研究生）、本科生及大专毕业人数，不

含成人本专科毕业人数。中专招生数包括普通中专和成人中专毕业人数，不含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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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教育统计年报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1.023 

中文名称 医学在校生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students in medical schools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某学年初某地区具有学籍的医学专业学生数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高校在校人数包括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含研究机构研究生和在职研究生）、本科生及大专在校生数，不

含成人本专科在校生数。中专在校数包括普通中专和成人中专在校生数，不含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在校

生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教育统计年报 

发布频率 年度 

4.2.2 卫生经费 

  

标识符 IHS06.02.001 

中文名称 卫生总费用 

英文名称 Total health expenditure 

计量单位 亿元 

定义 某年某地区用于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资金总量，包括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和个人现金卫生

支出。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卫生总费用分为来源法及机构法。如未特指，一般为来源法核算结果。 

调查方法 核算 

数据来源 卫生总费用核算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02 

中文名称 卫生总费用构成 

英文名称 Constitution of total health expenditure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 

计算方法 某年政府卫生支出(或社会卫生支出或个人现金卫生支出)／该年卫生总费用×100% 

指标说明 政府卫生支出是指各级政府用于医疗卫生服务、医疗保障补助、卫生和医疗保险行政管理事务、人

口与计划生育事务支出等各项事业的经费。 

社会卫生支出指政府支出外的社会各界对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包括社会医疗保障支出、商业健康

保险费、社会办医支出、社会捐赠援助、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等。 

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指城乡居民在接受各类医疗卫生服务时的现金支付，包括享受多种医疗保险制度

的居民就医时自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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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核算 

数据来源 卫生总费用核算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03 

中文名称 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 

英文名称 Out-of-pocket expenditure on health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health expenditure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该年该地区卫生总费用×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核算 

数据来源 卫生总费用核算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04 

中文名称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增长率 

英文名称 Growth rate of government health expenditure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政府医疗卫生支出较上年增长百分比。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财政支出中医疗卫生支出－上年该地区财政支出中医疗卫生支出）／上年该地区财政

支出中医疗卫生支出×100% 

指标说明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是指政府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中医疗卫生（210 类）支出之和。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财政决算数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05 

中文名称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英文名称 General government health expenditure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财政支出中医疗卫生支出所占比例。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财政支出中医疗卫生支出／该年该地区财政支出×100% 

指标说明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是指政府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中医疗卫生（210 类）支出。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财政决算数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06 

中文名称 人均卫生费用 

英文名称 Per capita health expenditure 

计量单位 元 

定义 某年某地区卫生总费用与该年该地区年平均人口数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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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卫生总费用／（该年该地区（年末常住人口数+年初常住人口数）/ 2）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核算 

数据来源 卫生总费用核算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07 

中文名称 卫生总费用占 GDP 比例 

英文名称 Total health expenditure as a percentage of GDP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卫生总费用／该年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核算 

数据来源 卫生总费用核算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08 

中文名称 卫生消费弹性系数 

英文名称 Health consumption elasticity coefficient 

计量单位   

定义 某年某地区卫生总费用增长速度与 GDP 增长速度之比。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卫生总费用增长率／该年该地区 GDP 增长率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核算 

数据来源 卫生总费用核算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09 

中文名称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经费 

英文名称 Per capita subsidy of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  

计量单位 元／人 

定义 某年某地区平均每人中央和地方财政拨付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的补助。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中央和地方财政拨付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该年该地区（年末常住人口数+年

初常住人口数）/ 2 

指标说明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不含各级政府拨付的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医改监测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10 

中文名称 财政补助收入占医疗卫生机构总支出的比例 

英文名称 Financial subsidy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expenditure of health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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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财政补助收入占总支出的比例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财政补助收入／该年该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支出×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11 

中文名称 医疗卫生机构总收入 

英文名称 Total income of health institutions 

计量单位 万元 

定义 某年某地区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其他医疗机构的总收入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医院总收入包括医疗收入、财政补助收入、科教项目收入和其他收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收入包

括医疗收入、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和其他收入。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总收入包括

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12 

中文名称 医疗卫生机构总收入构成 

英文名称 Constitution of total income of health institutions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收入中不同来源收入所占比例。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不同来源收入／该年该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收入×100% 

指标说明 收入分类与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一致。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13 

中文名称 医疗收入构成 

英文名称 Constitution of medical revenue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收入中各项收入所占比例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某项医疗收入／该年该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总收入×100% 

指标说明 医疗收入分类与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制度一致。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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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 IHS06.02.014 

中文名称 医疗卫生机构总支出 

英文名称 Total expenditure of health institutions 

计量单位 万元 

定义 某年某地区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其他医疗机构的总支出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医院总支出包括医疗支出、财政项目补助支出、科教项目支出、管理费用和其他支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总支出包括医疗卫生支出、财政基建设备补助支出、其他支出和待摊费用。卫生事业单位总

支出包括事业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上缴上级支出、经营支出和其他支出。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15 

中文名称 医疗卫生机构总支出构成 

英文名称 Constitution of total expenditure of health institutions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支出中各项支出所占比例 

计算方法 某年医疗卫生机构某项支出／该年该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支出×100%。 

指标说明 支出分类与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一致。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16 

中文名称 医疗业务成本构成 

英文名称 Constitution of medical business cost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医院医疗业务成本中各项支出所占比例。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医院某项医疗业务成本／该年该地区医院医疗业务成本总额×100% 

指标说明 医疗业务成本分类与医院财务制度一致。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17 

中文名称 医疗支出构成 

英文名称 Constitution of total medical expenditure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支出中各项支出所占比例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某项医疗支出／该年该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支出总额×100% 

指标说明 医疗支出分类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制度一致。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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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18 

中文名称 医疗卫生机构总资产 

英文名称 Total assets of health institutions 

计量单位 万元 

定义 年末某地区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的总资产

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总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包括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19 

中文名称 医疗卫生机构负债 

英文名称 Liabilities of health institutions 

计量单位 万元 

定义 年末某地区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的负债之

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医院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流动负债是指偿还期在一年以内（含 1 年）的短期借款、应

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医疗款、预提费用、应付职工薪酬和应付社会保障费等。非流动负债是指

偿还期在一年以上（不含 1 年）的长期借款、长期应付款等。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债包括应付账款、预收医疗款、应缴款项、应交税费、应付职工薪酬和社会保

障费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卫生事业单位负债包括借入款项、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付

帐、应缴预付款、应缴财政转户款、应交税金、应付工资、应付地方津贴补助、应付其他个人收入、

其他负债。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20 

中文名称 医疗卫生机构净资产 

英文名称 Net assets of health institutions 

计量单位 万元 

定义 年末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医院净资产包括事业基金、专用基金、待冲基金、财政补助结转(余)、科教项目结转(余)、未弥补

亏损。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净资产包括固定基金、事业基金、专用基金、财政补助结转（余）、其他用途项

目结转（余）和未弥补亏损。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卫生事业单位净资产包括固定基金、事业基金、专用基金、行政机关结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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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余、经营结余等净资产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21 

中文名称 业务收支结余率 

英文名称 Ratio of business balance to revenue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医院业务收支结余与医疗收入、财政基本支出补助收入、其他收入之和的比值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医院业务收支结余／该年该地区医院（医疗收入+财政基本支出补助收入+其他收入）

×100% 

指标说明 业务收支结余=医疗收支结余+其他收入-其他支出。医疗收支结余=医疗收入+财政基本支出补助收

入-医疗支出-管理费用。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22 

中文名称 百元收入药品及卫生材料消耗 

英文名称 Drug and medical material consumption per 100 yuan revenue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医院每百元收入中，药品及卫生材料费用所占比例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医院（药品+卫生材料消耗）／该年该地区医院（医疗收入+其他收入）×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23 

中文名称 平均每床固定资产 

英文名称 Fixed assets per bed 

计量单位 千元 

定义 年末某地区医院固定资产原值与实有床位数的比值 

计算方法 年末某地区医院固定资产原值／年末该地区医院实有床位数 

指标说明 固定资产指单位价值在 1000 元及以上（其中：专业设备单位价值在 1500 元及以上），使用期限在

一年以上（不含一年），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

准，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大批同类物资，应作为固定资产管理。医院固定资产分

四类：房屋及建筑物、专业设备、一般设备、其他固定资产。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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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总资产周转率 

英文名称 Turnover rate of total assets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医院医疗收入、其他收入之和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医院（医疗收入+其他收入）／该年该地区医院平均总资产×100% 

指标说明 平均总资产＝（年末总资产＋年初总资产）／２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25 

中文名称 资产负债率 

英文名称 Asset-liability ratio 

计量单位 % 

定义 年末某地区医院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 

计算方法 年末某地区医院负债总额／年末该地区医院资产总额×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26 

中文名称 流动比率 

英文名称 Current ratio 

计量单位 % 

定义 年末某地区医院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 

计算方法 年末某地区医院流动资产／年末该地区医院流动负债×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27 

中文名称 人员经费支出比率 

英文名称 Personnel expenses ratio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医院人员经费与医疗业务成本、管理费用、其他支出之和的比值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医院人员经费／该年该地区医院（医疗业务成本+管理费用+其他支出）×100% 

指标说明 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伙食补助等，

不包括医院离退休费。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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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 IHS06.02.028 

中文名称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英文名称 Annual average salary of on-post staffs 

计量单位 元 

定义 某年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在岗职工工资总额／该年该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在岗职工数 

指标说明 工资总额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不包括离退休费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29 

中文名称 绩效工资所占比例 

英文名称 Performance-related salary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salary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占工资总额的比例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在岗职工绩效工资／该年该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在岗职工工资总额×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30 

中文名称 管理费用率 

英文名称 Administrative cost ratio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医院管理费用与医疗业务成本、管理费用、其他支出之和的比值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医院管理费用／该年该地区医院(医疗业务成本+管理费用+其他支出)×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31 

中文名称 药品和卫生材料支出率 

英文名称 Medication and health material expenditure ratio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药品费、卫生材料费之和与医疗业务成本、管理费用、其他支出之和的比

值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药品费+卫生材料费）／该年该地区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业务成本+管理

费用+其他支出)×100% 

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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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32 

中文名称 药品收入占医疗收入比重 

英文名称 Medication revenues as a percentage of medical revenue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药品收入占医疗收入的比重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医疗卫生机构药品收入／该年该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收入×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33 

中文名称 总资产增长率 

英文名称 Growth rate of total assets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地区医院年末总资产、年初总资产之差与年初总资产的比值 

计算方法 某地区医院(年末总资产－年初总资产)／该地区医院年初总资产×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34 

中文名称 净资产增长率 

英文名称 Growth rate of net assets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地区医院年末净资产、年初净资产之差与年初净资产的比值 

计算方法 某地区医院（年末净资产－年初净资产）／该地区医院年初净资产×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35 

中文名称 固定资产净值率 

英文名称 Rate of net value of fixed assets  

计量单位 % 

定义 年末某地区医院固定资产净值与固定资产原值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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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 年末某地区医院固定资产净值／年末该地区医院固定资产原值×l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2.036 

中文名称 公共卫生支出占总支出比例 

英文名称 Public health expenditure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expenditure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某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支出与总支出的比值 

计算方法 某年某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支出／该年该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支出×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4.2.3 卫生设施 

  

标识符 IHS06.03.001 

中文名称 编制床位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authorized beds 

计量单位 万张 

定义 年末由卫生行政部门核定的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02 

中文名称 床位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beds 

计量单位 万张 

定义 指年末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数。又称实有床位数、病床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实有床位包括正规床、简易床、监护床、超过半年的加床、正在消毒和修理的床位、因扩建或大

修而停用的床位。不包括产科新生儿床、接产室待产床、库存床、观察床、临时加床和病人家属

陪侍床。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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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 IHS06.03.003 

中文名称 非公医疗机构床位占医疗机构床位总数的比例 

英文名称 Number of private health institution bed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number of beds 

计量单位 % 

定义 年末某地区非公医疗机构床位数占该地区医疗机构床位总数的比例 

计算方法 年末非公医疗机构床位数／年末医疗机构床位总数×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04 

中文名称 民营医院床位数占医院床位数的比例 

英文名称 Number of private hospital bed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年末民营医院床位数与医院床位总数的比值 

计算方法 年末民营医院床位数／年末医院床位总数×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05 

中文名称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health institution beds per 1000 population 

计量单位 张 

定义 指年末每千人口拥有的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计算方法 年末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年末常住人口数×10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06 

中文名称 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township hospital beds per 1000 rural population 

计量单位 张 

定义 年末某地区每千农村人口拥有的乡镇卫生院床位数 

计算方法 年末某地区乡镇卫生院床位数／年末该地区农村人口数×10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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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07 

中文名称 医师与床位之比 

英文名称 Ratio of physicians to beds 

计量单位  

定义 年末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助理）医师数与床位数的比值 

计算方法 1：（年末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数／年末执业（助理）医师数）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08 

中文名称 护士与床位之比 

英文名称 Ratio of nurses to beds 

计量单位  

定义 年末医疗卫生机构注册护士数与实有床位数的比值 

计算方法 1：（年末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数／年末医疗卫生机构注册护士数）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09 

中文名称 万元以上医疗设备台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medical equipment with value of 10,000 yuan and above 

计量单位 台 

定义 年末医疗卫生机构单价超过万元的医用设备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10 

中文名称 设备配置率 

英文名称 Equipment configuration rate 

计量单位 % 

定义 年末配置某种医用设备的医疗卫生机构数占同类机构总数的比例 

计算方法 年末配置某种医用设备的医疗卫生机构数／年末同类机构总数×100% 

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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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11 

中文名称 房屋建筑面积 

英文名称 Housing construction area 

计量单位 平方米 

定义 年末医疗卫生机构购买、自建或主管部门划拨的且有产权证的房屋建筑面积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不包括租房面积、供本单位使用无租金也无产权的房屋建筑面积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12 

中文名称 业务用房面积 

英文名称 Operating area  

计量单位 平方米 

定义 年末医疗卫生机构除职工住宅之外的所有房屋建筑面积，包括医疗服务（急诊、门诊、住院、医

技）、公共卫生服务、医学教育与科研、后勤保障、行政管理和院内生活等设施用房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不包括租房面积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13 

中文名称 危房所占比例 

英文名称 Dilapidated house area as a percentage of operating area 

计量单位 % 

定义 年末医疗卫生机构危房面积占业务用房面积的比例 

计算方法 年末医疗卫生机构危房面积／年末医疗卫生机构业务用房面积×100% 

指标说明 危房面积：指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后认定的 D 级危房。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14 

中文名称 每床占用业务用房面积 

英文名称 Occupied operating area per bed 

计量单位 平方米 

定义 年末医疗卫生机构平均每张床位所占用的业务用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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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 年末医疗卫生机构业务用房面积／年末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数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15 

中文名称 房屋竣工面积 

英文名称 Floor area of buildings completed 

计量单位 平方米 

定义 年内房屋建筑按照设计要求，已全部完成，达到了住人或使用条件，经验收鉴定合格，正式移交

给使用单位（或建设单位）的各栋房屋建筑面积的总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16 

中文名称 当年实际完成投资来源构成 

英文名称 Constitution of annual actual investment by source 

计量单位 % 

定义 某年医疗卫生机构当年实际完成投资额中各投资来源金额所占构成比 

计算方法 某年医疗卫生机构按不同来源投资金额／同年医疗卫生机构实际完成投资额×100% 

指标说明 当年实际完成投资额按投资来源分为财政性投资、单位自有资金、银行贷款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17 

中文名称 医疗卫生机构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计量单位 个 

定义 报告期末从卫生行政部门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许可证》或从民政、

工商行政、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取得法人单位登记证书，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或从

事医学科研和在职培训等工作的单位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18 

华东公共卫生 
www.ecphf.cn



WS/T 598.9—2018 

23 

中文名称 非公医疗机构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non-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s 

计量单位 个 

定义 报告期内登记注册类型为私营、联营、股份合作（有限）、台港澳和中外投资等的医院、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妇幼保健机构、专科疾病防治机构、疗养院、急救中心（站）数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19 

中文名称 医院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hospitals 

计量单位 个 

定义 报告期末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各类专科医院和护理院（含医学院

校附属医院）数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不包括专科疾病防治院、妇幼保健院和疗养院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20 

中文名称 公立医院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public hospitals 

计量单位 个 

定义 报告期末登记注册类型为国有和集体的医院数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21 

中文名称 民营医院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non-public hospitals 

计量单位 个 

定义 报告期末登记注册类型为国有和集体以外的医院，包括私营、联营、股份合作（有限）、港澳台

合资合作、中外合资合作等医院数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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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22 

中文名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grass-roots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计量单位 个 

定义 报告期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街道卫生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门诊部、

诊所、医务室数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23 

中文名称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government-run grass-roots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计量单位 个 

定义 报告期末卫生行政部门、街道办事处、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农垦局等机关举办等行政机关举

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与街道卫生院数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不包括公立医院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属事业单位举办）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24 

中文名称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specialized 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s 

计量单位 个 

定义 报告期末疾控中心、专科疾病防治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机构、急救中心(站)、采供血

机构、卫生监督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数之和。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月度、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25 

中文名称 提供中医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所占比例 

英文名称 number of grass-roots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providing TCM services as a percentage of grass-roots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计量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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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年末提供中医药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或社区卫生服务站数、乡镇卫生院数、村卫生室数)

占年末同类机构总数的比例 

计算方法 年末提供中医药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或社区卫生服务站数、乡镇卫生院数、村卫生室数）

／年末同类机构总数×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26 

中文名称 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达标率 

英文名称 Compliance rat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计量单位 % 

定义 报告期末由主管部门审核达到建设标准（包括业务用房面积和设备配置）的某类医疗卫生机构数

与同期该类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比例 

计算方法 报告期末由主管部门审核达到建设标准的某类医疗卫生机构数／同期该类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100％ 

指标说明 达到建设标准：由上级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发改委和原卫生部下发的《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项目－

县医院、县中医院、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指导意见》审核达到业

务用房面积和设备配置标准的各类农村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27 

中文名称 村卫生室覆盖率 

英文名称 Coverage of village clinics 

计量单位 % 

定义 年末设立卫生室的行政村数占年末行政村总数的比例 

计算方法 年末设立卫生室的行政村数／（年末行政村总数-未设置村卫生室但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村数）

×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28 

中文名称 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所占比例 

英文名称 Number of village clinics implementing integrated management as a percentage of village clinics 

计量单位 % 

定义 年末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数占年末村卫生室总数的比例 

计算方法 年末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数／年末村卫生室总数×100% 

指标说明 乡村一体化管理是指按照原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的意见》的要求，

对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行政业务、药械、财务和绩效考核等方面予以规范的管理体制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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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标识符 IHS06.03.029 

中文名称 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的乡镇卫生院所占比例 

英文名称 Number of township hospitals implementing integrated management as a percentage of township 

hospital 

计量单位 % 

定义 年末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的乡镇卫生院数占年末乡镇卫生院总数的比例 

计算方法 年末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的乡镇卫生院数／年末乡镇卫生院总数×100% 

指标说明 乡村一体化管理是指按照原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的意见》的要求，

对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行政业务、药械、财务和绩效考核等方面予以规范的管理体制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统计直报系统 

发布频率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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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小类名称 指标名称 标识符 

卫生人力 卫生人员数 IHS06.01.001 

卫生人力 卫生技术人员数 IHS06.01.002 

卫生人力 执业(助理)医师数 IHS06.01.003 

卫生人力 全科医生数 IHS06.01.004 

卫生人力 注册护士数 IHS06.01.005 

卫生人力 卫生监督员数 IHS06.01.006 

卫生人力 乡村医生数 IHS06.01.007 

卫生人力 管理人员数 IHS06.01.008 

卫生人力 工勤技能人员数 IHS06.01.009 

卫生人力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 IHS06.01.010 

卫生人力 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 IHS06.01.011 

卫生人力 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 IHS06.01.012 

卫生人力 每万人口口腔医师数 IHS06.01.013 

卫生人力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 IHS06.01.014 

卫生人力 每万人口药师（士）数 IHS06.01.015 

卫生人力 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数 IHS06.01.016 

卫生人力 每千农村人口村卫生室人员数 IHS06.01.017 

卫生人力 每万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 IHS06.01.018 

卫生人力 医护比 IHS06.01.019 

卫生人力 继续医学教育比例 IHS06.01.020 

卫生人力 医学专业招生数 IHS06.01.021 

卫生人力 医学专业毕业人数 IHS06.01.022 

卫生人力 医学在校生数 IHS06.01.023 

卫生经费 卫生总费用 IHS06.02.001 

卫生经费 卫生总费用构成 IHS06.02.002 

卫生经费 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 IHS06.02.003 

卫生经费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增长率 IHS06.02.004 

卫生经费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IHS06.02.005 

卫生经费 人均卫生费用 IHS06.02.006 

卫生经费 卫生总费用占GDP比例 IHS06.02.007 

卫生经费 卫生消费弹性系数 IHS06.02.008 

卫生经费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经费 IHS06.02.009 

卫生经费 财政补助收入占医疗卫生机构总支出的比例 IHS06.02.010 

卫生经费 医疗卫生机构总收入 IHS06.02.011 

卫生经费 医疗卫生机构总收入构成 IHS06.02.012 

卫生经费 医疗收入构成 IHS06.02.013 

卫生经费 医疗卫生机构总支出 IHS06.02.014 

卫生经费 医疗卫生机构总支出构成 IHS06.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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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经费 医疗业务成本构成 IHS06.02.016 

卫生经费 医疗支出构成 IHS06.02.017 

卫生经费 医疗卫生机构总资产 IHS06.02.018 

卫生经费 医疗卫生机构负债 IHS06.02.019 

卫生经费 医疗卫生机构净资产 IHS06.02.020 

卫生经费 业务收支结余率 IHS06.02.021 

卫生经费 百元收入药品及卫生材料消耗 IHS06.02.022 

卫生经费 平均每床固定资产 IHS06.02.023 

卫生经费 总资产周转率 IHS06.02.024 

卫生经费 资产负债率 IHS06.02.025 

卫生经费 流动比率 IHS06.02.026 

卫生经费 人员经费支出比率 HIS06.02.027 

卫生经费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IHS06.02.028 

卫生经费 绩效工资所占比例 IHS06.02.029 

卫生经费 管理费用率 IHS06.02.030 

卫生经费 药品和卫生材料支出率 IHS06.02.031 

卫生经费 药品收入占医疗收入比重 IHS06.02.032 

卫生经费 总资产增长率 IHS06.02.033 

卫生经费 净资产增长率 IHS06.02.034 

卫生经费 固定资产净值率 IHS06.02.035 

卫生经费 公共卫生支出占总支出比例 IHS06.02.036 

卫生设施 编制床位数 IHS06.03.001 

卫生设施 床位数 IHS06.03.002 

卫生设施 非公医疗机构占医疗机构床位总数的比例 IHS06.03.003 

卫生设施 民营医院床位数占医院床位数的比例 IHS06.03.004 

卫生设施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IHS06.03.005 

卫生设施 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 IHS06.03.006 

卫生设施 医师与床位之比 IHS06.03.007 

卫生设施 护士与床位之比 IHS06.03.008 

卫生设施 万元以上专业设备台数 IHS06.03.009 

卫生设施 设备配置率 IHS06.03.010 

卫生设施 房屋建筑面积 IHS06.03.011 

卫生设施 业务用房面积 IHS06.03.012 

卫生设施 危房所占比例 IHS06.03.013 

卫生设施 每床占用业务用房面积 IHS06.03.014 

卫生设施 房屋竣工面积 IHS06.03.015 

卫生设施 当年实际完成投资来源构成 IHS06.03.016 

卫生设施 医疗卫生机构数 IHS06.03.017 

卫生设施 非公医疗机构数 IHS06.03.018 

卫生设施 医院数 IHS06.03.019 

卫生设施 公立医院数 IHS06.0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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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设施 民营医院数 IHS06.03.021 

卫生设施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 IHS06.03.022 

卫生设施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 IHS06.03.023 

卫生设施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数 IHS06.03.024 

卫生设施 提供中医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所占比例 IHS06.03.025 

卫生设施 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达标率 IHS06.03.026 

卫生设施 村卫生室覆盖率 IHS06.03.027 

卫生设施 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所占比例 IHS06.03.028 

卫生设施 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的乡镇卫生院所占比例 IHS06.0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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