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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财务管理场景下党建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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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党的建设是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政治保障，是医院科学发展的强劲动力。研究公立医院财务管理场景
下的党建工作，对推进党建工作和业务同向发展、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基层支部党建工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财务管理场景下，总结如何在党建工作
中解决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的难题，以此促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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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arty building work under the scenario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public hospitals
FAN Weidong
XU Xiaodan
Finance Department,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200080, China
[Abstract] Party building is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ospitals, and a strong
driving force for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hospitals.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under the scenario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public hospitals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building work and business in the same direction, improv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hospital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ospitals. Based o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scenario,
this paper, taking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in grass-roots branch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ummarizes how to
solve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blems in public hospitals in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hospitals.
[Key words]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Integration of party affairs and regular tasks; Public hospitals;
Financial managem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2021 年以来，我国相继出台《关于推动公立医

目前，关于公立医院党建工作的研究，主要集

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及其评价机

中在医院宏观建设 [2-5]、基层党组织建设 [6-7] 以及党

制等政策文件，
“高质量发展”成为了公立医院发展

业融合 [8-9] 三个角度。关于“推进公立医院党业融

的重要主题，标志着公立医院“质的提升”已经进入

合”的研究较少，直接研究公立医院财务管理场景

了关键期。《意见》强调，公立医院应当始终坚持和

下的党建工作的文献更有所欠缺，因此，本研究基

加强党对公立医院的全面领导，要把党的领导融入

于公立医院财务管理场景，以基层党建工作为研究

医院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各环节，把党的建设各项要

对象，研究公立医院如何通过党建工作提升财务管

求落到实处 。因此，加强党建工作的研究，以党为

理水平。

纲，以党促业，以业敬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

1

[1]

实意义。

公立医院财务管理场景下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公

公立医院财务管理作为深化医疗改革的重要

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10]，明确要求各级公

一环，必然应当擎旗而行，深入贯彻我国对于党建

立医院要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推动党的建设

工作的新要求以及新任务，将党建工作与财务管理

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但是，现阶段公立医院业务

工作相融合，深入研究财务管理场景下的党建工

工作与党建工作的融合程度远远不够，存在部分脱

作，对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

节的现象。因此，加强党业融合刻不容缓。

进作用。

要想实现党业融合，首先要明确“业务工作是

[ 基金项目 ]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第八轮党建创新研究项

什么？存在哪些问题？”，进而才能在党建的引领

目（20211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建 - 思政研究课

下，通过党建力量，助力业务问题的解决，最终实现

题（DJ2217）。

党建与业务齐发展。因此，以公立医院财务管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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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为例，业财融合背景下，公立医院财务管理不仅

悉业务的复合型人才较少，医院财务管理工作大多

局限于会计核算、预算管理、内部控制、管理会计和

只是局限在账务处理、财务分析等财务工作，没能

收费管理（图 1）
，而是与业务活动息息相关，融合于

深入参与到医院的临床业务中，长此以往，不利于

医院运行的“医教研管”各个流程中。因此，新形势

提高运营管理效率。因此，公立医院财务管理亟需

下，传统的财务管理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已经无
法满足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现将公立

“业务 + 财务”复合型人才。
1.3

医院财务管理场景下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如下。

财务信息化建设薄弱
当前，公立医院信息化建设如火如荼，引入的

信息化平台虽然种类繁多，但是缺乏战略层面的整

医疗活动

体设计与系统间的衔接设计，往往会造成数据的重
医院财务管理

复录入、取数口径不一致等问题，很难形成 1+1>2

1. 会计核算
2. 预算管理

教育教学

运营管理

3. 内部控制
4. 管理会计

的效果。对于医院财务管理而言，信息化技术是提
高工作效率、实现工作价值的重要推动力，财务管
理工作的蓬勃发展必然离不开信息化技术的有力

5. 收费管理

保障。但是，目前医院财务管理的信息化建设较为
薄弱。财务人员还未完全从模式凭证录入、费用报

科研管理

图1

销、往来核销、票据查重等基础性工作中脱离出来，

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场景

过多的精力消耗大大影响了财务转型的进程。因
1.1

财务人员思想迷茫、缺乏职业自信

此，医院财务管理的技术转型十分必要。

公立医院是公益性事业单位，不以营利为目

2 加强公立医院党建工作，推动财务管理提质增效

的，更多强调的是公益性原则

[11]

，这在一定程度上

党建即党的建设，是指党为保持自己的性质而

限制了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的工作范围与职能定位。

从事的自我完善的活动 [13]。公立医院应当将贯彻

一般而言，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是通过筹资、投资、

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作为首要任务，

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追求剩余

既要贯彻落实党对医疗卫生健康工作的指导方针，

价值。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要求下，财务管理不

又要始终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原则，保证医院改

再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与企业相比，公立

革发展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加强公立

医院财务部门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于成本、预算控

医院党建是确保公立医院发展方向的必然要求。

制等环节，更多时候充当的是执纪部门的角色，会

本研究以上海市某三甲医院 F 财务党支部（简

计的管理职能属性发挥地相对较弱。这很容易导

称“F 党支部”）的实践为例，基于思想建设、组织建

致财务管理的重要性被忽略，因此，公立医院易出

设、制度建设 3 个维度探讨公立医院党建工作对财

现不同程度的“重业务轻财务”的现象。并且，医院

务转型的指导作用（图 2），以期为公立医院的财务

是高学历高技能十分密集的区域，医务人员与财务

管理与党建工作实践提供方法与经验。

人员的培养模式以及职业道路规划也存在较大差
异。前者往往具有更多的机会和展示平台，而后者
的发展空间相对狭窄。因此，基于此背景下，财务
人员很容易产生思想迷茫、缺乏职业自信的问题，
大大影响了工作积极性与职业幸福感。
1.2

财务团队缺乏“业务+财务”复合型人才
2020 年 12 月，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印发

图2

党建推动医院财务管理工作的示意图

了《关于加强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的指导意见》 ，明
[12]

确提出要加强财务管理，加强财务信息共享共用，
发挥财务管理服务、保障和管控作用。可以看出，

2.1

以思想建设为基础，推动思想转型
思想建设是党建工作的基础与灵魂 [14]。财务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加快推进业务财务融合，是实

党支部应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坚定党员理想信念，

现医院高效运营、过好“紧日子”的重要抓手，公立

努力挖掘职业自信的红色基因。

医院应当加强对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视与建设程度。
但是，现阶段，公立医院财务团队既精通财务、又熟

具体而言，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
要实现思想转型，首先要帮助党员树立远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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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奋斗目标 [15]。在党建过程中，支部应当积极组

进行经常性的教育管理。根据院党委和组织处的

织、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方针，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

工作要求，F 党支部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

育，以理论学习带动目标树立，以党课学习等各类

系列主题党日活动，充分用活“互联网 + 党建”新

活动为载体，宣教医院精神、核心价值观及愿景等，

模式，定期向支部党员发送“微党课”“微视频”“微

明确医院的发展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与奉献，进一

话题”，组织党员实时互动交流，以此实现学习教育

步推进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深入融合，从而增强

经常化、组织建设经常化。与此同时，F 党支部也创

员工职业归属感与责任感。以 F 党支部为例，为了

建了“为民办实事、全员助健康”的特色支部品牌，

增强支部思想建设、激励职工自我提升，F 党支部积

通过基层党组织“组织共建、政治共学、资源共享、

极打造“一条龙管理”模式。支部通过对标医院发

业务互帮”，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深入融合，

展愿景和目标，将“财务管理重点工作”与“院内外

促进工作能力转型。

科研项目”相结合，组建项目小组，以问题为导向，

此外，要实现支部党员业务能力的提升，还需

保证各项目组在完成重点工作的同时也能产生丰

要通过组织建设，
积极搭建工作平台。为了深入贯彻

硕的科研成果，促使大家在工作和实践中提高思想

落实《关于加强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的指导意见》[12]，

认识，力求实现“全员参与、学有所悟、学有所获”的

推动医院又快又好发展，在院领导的领导下，F 党支

管理效果。

部牵头专科运营工作，建立了“专科运营助理 + 财

其次，要实现思想转型，在坚定目标基础上，还

务助理”双助理运营管理小组模式，有效地提高了

要扫除思想尘埃。F 党支部通过召开每月工作讲评

学科发展效率，也为支部成员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平

会议，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通过回顾上

台，为培养医院“复合型”人才不断蓄力。

月工作内容，总结工作经验，披露工作失误，让大家

2.3

及时发现自身不足，及时改正，扫除杂念，时刻保持
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推动技术转型
制度建设是党的根本，是党建工作的坚实保

障，调节党内关系与生活。同样，对于医院而言，

最 后，要 实 现 思 想 转 型，必 须 补 足 精 神 之

制度也是医院发展的根本保障，指导、规范医院的

“钙” ，重拾职业自信。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学

医教研管各项活动，是所有工作的基础与参照的准

习党史是补“钙”的重要途径。F 党支部采取“线

绳。要想推动技术转型，做好制度安排与建设十分

上学习总结”与“线下参观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先

关键，财务党支部应以制度建设为保障，理顺各方

后开展了“学党史，悟思想”“向党诉说衷肠，我与

关系，破除各类障碍，补足现存短板，为技术转型打

党旗同框”“学党史、办实事”“学党史践初心，办实

下坚实的基础。

[16]

事担使命——门诊志愿者活动月”“走访红色路线”

技术创新是一项复杂、长期的系统性过程，既

等多维度、多层次、多形式的学党史活动，让党员、

需要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支持，也需要全面、合理的

群众从党史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将学习成果转化为

运行逻辑的保障。如果没有较为高效的制度保障，

职业前进的动力。

技术创新将步履维艰。因此，在党支部的领导下，

2.2

以组织建设为抓手，推动能力转型

加强制度建设，有利于推动技术转型。为了提高医

组织建设是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对于基层党

院财务管理信息化水平，F 党支部多次召开财务信

组织而言，党支部是开展组织建设最坚实的战斗堡

息化建设制度方案研讨会议，基本确定了医院财务

垒，是基层组织工作的核心力量源泉。F 党支部以

信息化建设规划，决定以现有的“预算费控系统”为

组织建设为抓手，以建设“学习型”党支部为目标，

基础，秉承“传承与优化”的原则，整合资源，进一步

促进能力提升转型。

开发“智能报销系统”和“统一对账平台”，以此优

建设“学习型”党支部，首先要增强学习意识。

化财务管理业务流程，实现智能化技术改造。由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

可见，制度建设是路径，技术改造是基于路径之上

兴学习之风” 。因此，党支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的资源配置行为，通过制度建设，理清思路，反复实

总书记讲话精神，积极引导党员保持学习初心，追

践，最终促成技术创新工作，实现技术转型。

求上进。F 党支部通过组建研究小组，以团队合作

3

[17]

的形式带动整体的学习氛围。
其次，要丰富学习渠道与途径。党支部应当运
用落实好“三课一会”制度，丰富学习形式，对党员
22

总结与讨论
综上，坚持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的深度融合，

对医院高质量发展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研究基于公立医院财务管理场景，研究分析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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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医院财务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分别从思想建

实践经验与体会 [J]. 中国医院，2021，25（7）：19-21.

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了如何通过

[7] 万宝俊，张家宇，杨帆，等 . 公立医院党支部党员绩

党建工作推动财务转型，为推动业务与党建工作进

效考核机制研究 [J]. 中国医院，2021，25（8）：59-61.

一步融合总结经验与方法。

[8] 徐亚英 . 基于波特 - 劳勒综合激励理论的公立医院党

为了实现党业融合，基层党组织建设应当始终
重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

建工作研究 [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3，30（2）：
94-96.

律建设和制度建设，以党建为引领，坚持党建工作

[9] 穆耕林，曹红梅，周科峰，等 . 公立医院党建与内

与支部业务工作同向发力，同步前进，以党建促业

部治理体系现代化探索实践 [J]. 中国医院，2021，

务，以业务抓党建，增强党建与业务工作的联动，实

25（7）：7-9.

现党建业务统筹兼顾、共同发展。总之，公立医院

[10]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

党建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重要任务。公立医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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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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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的根本思想指引，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对业

86c2a00322c9910f.shtml.

务工作的促进作用，为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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