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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 月 15 日，省财政厅在昆明组织召
开了 2014 年省级部门预算编制工作布置会及编
制培训会议， 我校 2014 年的省级部门预算编制
工作正式启动。 按照财政现行对预算执行的要
求，有许多细节性的基础工作，在我们的日常工
作中就必须认真、负责地及时处理好，才能保证
我校的财经工作符合政策规定。

根据省财政 2014 年省级部门预算编制指
南，结合个人的工作实践和思考，在预算执行过
程中， 至少有以下涉及学校财经工作的具体事
项，要求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就必须认真对待、规
范执行：

一、关于基础信息的动态更新工作
1、单位部门预算的编制内容主要包括“基本

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基础信息是财政
部门编制、核定各单位“基本支出预算”的直接
依据。 定期、及时、准确完成学校基础信息的动
态更新工作，事关重大，因为财政部门是依据单
位至统计截止时点的机构设置、人员、学生、资
产等基础信息， 按照定额和综合定额相结合的
方式，测算并核定学校预算年度的人员经费、公
用经费、生均拨款总量等的预算数。 按照现行基
础信息动态管理操作规程， 基础信息的动态更
新工作是按照“自下而上、分类填报、逐级审核、
统一更新”的流程进行。 为此，学校各职能部门
须分工合作，及时、准确统计并提供相关基础信
息数据， 由计财处定期和按时完成财政预算系
统中单位基础信息的动态更新工作。 我校相关
部门承担并负责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内容已在预
算编制工作方案中进行了明确， 各部门需对照
工作任务和工作内容， 指定专人负责及时完
成。

2、 对于当年招收的新生， 省教育厅系通过
“学信网”等数据库对入学新生基础信息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核， 并于每年 9 月 30 日和 3
月 30 日前， 将审核一致的数据报省财政厅，由
省财政厅将新生数据纳入省级预算单位基础信
息库。 为此，学生学籍管理职能需及时将入学新
生的相关文件资料（包括入学通知书、姓名、性
别、身份证号码、出生年月、民族、学科类别、培
养层次等），录入“学信网”并附录取通知书、身
份证、学生证等资料，上报省教育厅进行汇总审
核。

3、对于在校生基础信息发生变更的，省教育

厅系通过“学信网”等数据库对在校生变更信息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核，审核一致的数据，
于每月 1 日前报省财政厅，由省财政厅将在校生
变更数据纳入省级预算单位基础信息库。 为此，
若在校生基础信息发生变更的， 学生管理职能
部门需及时将在校生变更数据（包括姓名、性
别、身份证号码、出生年月、民族、专业、培养层
次等），以及在校生变更为毕业、退学、休学、开
除学籍或死亡等数据，录入“学信网”上报省教
育厅进行汇总审核。

另，涉及在校生基础信息发生变更的，上报
时需同时附相关主管部门和学校学籍管理部门
的证明文件；涉及在校生变更为毕业、退学、休
学、开除学籍或死亡的，上报时需同时附相关主
管部门和学校的相关证明材料， 死亡要附死亡
通知书。

4、按照省教育厅要求，学生信息必须按照标
准格式提交。 因此，学籍管理工作人员在录入、
核对学生信息时： 一是不要更改表格的数据格
式，特别是日期格式；二是表中其他字段，要严
格按照省财政厅规定的内容填写，不得自创；三
是表中所有单元格不能为空。

二、在日常工作中与预算执行需注意的相关
事项

1、关于财政统发工资调整发放的问题
注意事项：按照《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省

级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统发有关问题的通知》（云
财库[2013]16 号）精神，自 2013 年 7 月起，财政统
发工资仅包括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 原纳入财
政统发的资金、绩效工资以及保留津贴等项目，
不再纳入财政统发工资中发入， 改由单位自行
发放。 职能部门要做好相关工作的衔接，并向职
工做好宣传工作。

2、关于学校公务用车定点购买保险的问题
注意事项： 按照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

2013-2016 年度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定
点保险有关事宜的通知》（云财采 [2012]16 号）要
求，2013-2016 年度期间， 我校的定点保险公司
为 " 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一是资产管
理职能部门要做好政策宣传工作， 对配备公务
用车的部门，逐一履行提前告知义务；二是配备
公务用车的部门， 必须在指定的定点公司购买
车辆保险； 三是财务部门对未在定点保险公司

购买公务车辆保险的， 一律拒绝办理购保经费
的报销工作。

3、关于学校公务用车定点维修的问题
注意事项：2012-2014 年度期间， 省级行政

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定点维修企业名单已通过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 2013-2016 年度省级行政事
业单位公务用车定点保险有关事宜的通知》（云
财采[2012]16 号）文件公布。 在此期间，凡属涉及
学校公务用车维修事项， 必须在公布的维修企
业名单中选择并定点维修。 在执行过程中，一是
资产管理职能部门应牵头落实学校公务用车的
具体维护企业， 代表学校签订相关协议并做好
政策宣传工作；二是对配备公务用车的部门，资
产管理职能部门应逐一履行提前告知义务；三
是配备公务用车的部门， 必须在指定的定点维
修企业进行车辆维修并及时结算； 四是财务部
门对未在定点维修企业维修车辆的， 除特殊情
况外，可拒绝办理购保经费的报销。

4、关于学校公务用车定点加油的问题
注意事项：为加强公务用车使用管理，规范

公务用车加油采购行为，控制行政成本、提升工
作效率，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行政事业单位公
务用车实行定点加油采购。 2012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期间的定点加油企业名单，已
在《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公务
用车定点加油有关事宜的通知》（云财采[2012]14
号）文件中公布，学校公务用车的加油须选择指
定的企业加油。 在执行过程中，一是资产管理职
能部门应牵头落实学校公务用车的具体加油企
业，注意跟踪下一期的中标加油企业名单，并做
好宣传工作；二是对配备公务用车的部门，资产
管理职能部门应逐一履行提前告知义务； 三是
配备公务用车的部门，必须规范使用加油卡，并
在指定的中标企业加油并及时结算； 四是财务
部门对未在定点加油企业加油的， 除特殊情况
外，可拒绝办理加油费用的报销。

5、关于资产评估机构定点采购的问题
注意事项： 涉及学校聘请专业机构进行资

产评估服务事项，在本年度内，资产评估机构应
在《云南省财政厅关于 2012-2013 年度省级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评估机构定点采购有关事宜的通

知》（云财采[2012]17 号）公布的名单进行采购选
定。 2014 及以后年度的公布名单，请资产后勤处
注意跟踪落实，并及时做好宣传工作。

6、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定点采
购的问题

注意事项：涉及学校聘用会计师事务所服务
事项，在 2012-2014 年度期间，所聘用的会计师
事务所应在《云南省财政厅关于 2012-2014 年度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定点采购有关
事宜的通知》（云财采[2012]18 号）公布的名单中，
根据单次采购服务费预算额度， 按照规定的采
购方式进行选定。 2015 及以后年度的公布名单，
请资产后勤处注意跟踪落实， 并及时做好宣传
工作。

7、公务差旅机票定点采购的问题
注意事项：按照《云南中医学院关于执行公

务差旅机票定点采购的通知》（云中院字[2012]25
号） 及补充通知的规定要求， 凡属学校工作人
员， 公务差旅机票均须在指定的销售服务单位
购买，否则，财务部门将不予报销相关费用。 一
是资产管理职能部门应加强宣传， 让学校各级
各类工作人员均知晓此项规定要求； 二是各部
门负责人在安排工作人员出差时，涉及乘机的，
务必事前交待清楚， 让出差人员在购买机票时
规范执行。

8、 关于公务支出实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的问
题

注意事项：按照《云南省财政
厅关于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的通知》（云财库 [2011]206 号）和
《云南中医学院公务卡结算管理
暂行办法》（云中院字[2012]102 号）
文件规定， 凡属纳入强制结算目
录中的公务支出，款项支付时，均
需使用公务卡进行结算，否则，财
务部门将不予报销相关费用。 在
执行过程中， 一是财务部门应加
强宣传， 让学校各级各类工作人
员均知晓此项规定要求； 二是各
部门负责人在安排工作时， 涉及
公务经费使用的， 务必事前交待

清楚， 让经办人员在办理公务支出结算时规范
执行。

9、办公设备配置标准问题
注意事项：涉及学校办公设备配置的，具体

配备标准应由资产后勤处参照《云南省省级行
政单位办公设备配置管理办法》（云财资[2009]
44 号）和学校的相关规定执行。

以上仅为个人结合学校工作实际， 梳理后
归纳出与学校财经工作和预算执行有关的主要
工作事项，其他另与资金管理、票据管理、预算
管理等相关的财经政策执行工作， 应由财务部
门负责统筹组织落实；与招标采购、资产管理、
基建工程管理相关的财经政策执行工作， 应由
资产管理职能部门负责统筹组织落实； 与科研
经费使用管理的相关的财经政策， 应由科研管
理部门与财务部门共同组织落实。

小结：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在办理公务中，
首先应了解、 掌握相关财经政策， 不当“糊涂
虫”；其次应自觉遵规执行，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给学校添乱子。 作为一名部门领导，应熟悉现行
财经政策，吃透精神，加强宣传，自觉带头规范
执行，不乱指挥，不瞎折腾。 我们务必坚信 -- 细
节决定成败！ 只要我们做好每一个细节工作，对
个人而言，是对自己负责的行为；对部门及学校
而言，是遵章守纪的具体表现。

计划财务处处长 黄孝平

对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就规范学校财经工作有关注意事项的思考

（宣传部整理）

林徽因曾说：“我说你是人间的四
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
光艳中交舞着变”。初见魏老师，这便是
她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她洋溢在脸上的
笑容总是让身边的人如沐春风，不管在
三尺讲台还是在生活中，微笑是她最美
的符号。

2001 年， 哲学系毕业的魏喜春老
师正式开始了执教生涯。当我们诧异老
师为何会选择哲学专业时， 她笑着说，

“当初阴差阳错地被分到哲学系， 最初
的确有些失落， 但随着学习的深入，却
慢慢发现哲学并不完全是我们想象中
的那样枯燥而乏味。”魏老师谈到，哲学
教人们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待问题，从中
感受到世间万物多姿多彩的一面，这是
非常有意思的事。

回忆起大学生涯，魏老师难掩自己
孩提般的快乐，开心地与我们分享她大
学里的那些人那些事。“我曾遇到过许
多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用一颗包容的

心与学生交流，乐于接纳学生新奇的想
法。 这样宽松的学习环境，不仅让我发
现了学习哲学的无穷乐趣，也让我最终
喜欢上这个专业。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
潜移默化的影响，魏老师也像曾经教她
的那些优秀的老师一样，用包容的心去
理解学生，与的同学们一起思考，一起
学习。

听过魏老师讲课的同学告诉我们，
“魏老师讲课方式很吸引人。 她不光是
给我们讲解课堂理论知识，更注重的是
对我们思维的引导。有时候她会给我们
放一些视频，比如独臂钢琴师刘伟的故
事，让我们明白刘伟的乐观是他超凡琴
技的催化剂。老师用这种方式来引导我
们思考，不仅教授了书本知识，也丰富
了我们的课外知识。 ”魏老师担任着不
止一个班的课程教学，这就面临重复授
课容易产生枯燥感的难题，可魏老师却
说：“其实不会觉得枯燥，我每到一个班
级上课，所想到的案例或者上课时的感

受都不一样。而且我也会不断地更新自
己的知识，了解学生的新想法，不让自
己和同学们脱节。 通过授课相互影响，
相互学习，就像我开始上课时经常会跟
大家说‘让我们来一起学习……’。 ”

魏老师不仅仅是在教书，更是在育
人。 乐观，这是和魏老师交谈之后反复
出现在脑海里的词语。一位李同学曾告
诉我们，“我们敬佩老师乐观的态度，她
去年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双腿如今
还没有康复，但她依然坚持坐着轮椅来
给我们上课，她课上有时也会给我们讲
她的故事。 她说至少自己还能活着，腿
做一些治疗还可能康复，至少还有很多
时间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老师这种
精神给我们的感染力太强大了。 ”在采
访中， 我们问老师是如何看待乐观的，
她说，“我觉得乐观取决于人看待事物
的态度， 是一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
句话说‘心若不动，风又奈何’，当你学
会用一种淡定的心态去处事， 做自己，
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一些不好的事情影
响。 换一种角度来看待它，就会发现它
其实没那么糟，这样你才能把消极的东
西放下。 ”她还告诉我们，在生活中，人
要知道什么是能够支撑自己走得更远
的东西，那是一种正能量，你要自己去
找到这样一种能量， 让它带给你希望。
在与魏老师的交谈中， 我们深深体会
到，她的快乐其实就来源于她真心地去
珍惜着自己拥有的一切，而不是一味埋
怨所失去的。

采访即将结束时， 魏老师的先生来
到办公室接她回家。离开办公室时，老师
开心地对我们说：“我要去接我可爱的儿
子放学啦！ ”一句简单的话语，让我们看
到的是老师对家人、对生活的热爱，或许
这就是让她始终乐观的正能量。

她或许只是一位平凡而普通老师，
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但是她用心
去讲好每一堂课。 每一次微笑，都是她
给学生最好的鼓励， 她正如人间四月
天，用一份浅笑安然走过自己美丽的年
华。

人间四月天
———访思想政治课教学研究部 魏喜春

（本报记者 李慧婷 刘高 段晓倩）

校友风采

宁亚功，男，1955 年 2 月出生于云南省宣威市，昆明总
医院附属中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医学硕士，解放军总医院
及云南中医学院硕士生导师，昆明总医院博士后工作站及
成都军区疾病控制中心博士后联系导师。 1982 年 12 月毕
业于云南中医学院，1990 年 6 月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研
究生部，随后特招入伍到解放军昆明总医院。 现为全军第
八届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全军第八
届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全国中西医结
合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成
都军区医学科委会常委及中医药专业
委员会顾问、 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副会长及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昆明总医院医学科委会常委，云南
省科技厅科技成果评审专家，《西南国
防医药》杂志副主编。 2007 年被总政、
总后评为全军九名中医药“国医名师”
之一，2008 年被中国科协评为抗震救
灾先进个人，2008 年被联勤部评为军
人道德模范，2009 年被云南省表彰为
抗灾救灾先进个人，2011 年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2012 年 12 月晋升专业技
术三级，先后 5 次荣立三等功，3 次被
军区联勤部表彰为优秀基层主官及优
秀党务工作者。

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30 余年，对糖
尿病、恶性肿瘤、股骨头坏死等疑难重
病的治疗有独特疗效， 近年获军地科
技进步二等奖 2 项， 军地科技进步三
等奖五项，主研全军重大科研课题 3 项，主编专著两部，发
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创建了全军第一所中医院中院。 主张
中医辨证论治与西医微观研究相结合， 辨证注重整体，辨
病力求客观。 崇尚经方，用药擅长寒温并用，补泻同施。 糖
尿病采用“补泻同施，调节平衡”的综合疗法治疗，对初发 2
型糖尿病约 30%可望治愈， 研制的黄地吉仙片有很好疗
效。 潜心研究骨关节疾病的中医药治疗，创立治疗股骨头
坏死的中西医结合六联疗法，提出“经脉瘀滞”是病机关
键，确立活血通脉的治则，研制活骨宁胶囊，并率先开展
“钻孔减压后自体干细胞植入联合中药治疗股骨头坏死”
及“经皮股动脉介入股内外旋动脉灌注络泰注射液及自体
干细胞联合中药全程治疗”的新技术，将先进的干细胞技
术和传统的钻孔减压术与中医特色疗法相结合， 三位一

体，优势互补，疗效显著。 多种恶性肿瘤采用中西医结合综
合疗法，扶正祛邪，标本兼治，主张从“虚”从“痰”论治，在多
次试服大剂量毒药的基础上， 应用大剂量有毒药物治疗恶
性肿瘤，在控制肿瘤增长，有效缓解病痛，提高生存质量，延
长患者寿命方面，取得很好的疗效。

始终认真履行为兵服务的职责，为贯彻落实全军中医
药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总后首长
关于“从基层抓起，提高基层中
医药保障水平” 的战略意图，从
2006 年 3 月起， 免费培训基层
卫生士官 25 期 260 余人次，经
过 3 个月培训的学员现已遍布
云南各边防连队，为基层官兵实
施中医针灸推拿等治疗，受到了
基层官兵的广泛好评。在四川汶
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中，受命深入
一线救灾部队，为 18000 余名官
兵举办了 20 余场战地讲座，配
送防暑中药 45000 人份，防暑茶
5000 余人份， 发挥中医药大规
模防病治病的优点和“简、 便、
效、廉”的优势，为中医药在抗震
救灾中发挥作用作出了重要贡
献。 2009 年， 亲赴西藏高原拉
萨、日喀则、山南等高原边防部
队巡诊， 宣传普及中医药知识，
发放近 10 余万元募集及自制的
药品， 对 1000 多高原官兵进行

小针刀及中医药治疗，受到西藏军区及联勤卫生部的好评。
注重学科建设成绩显著，2000 年以来， 带领中医科成

为全军中医内科专科中心、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股骨头坏死
重点专病中心、国家药理研究机构中医骨病专业组单位、成
都军区中医股骨头坏死研究所等。 中医科从一个弱小科室
发展为全军第一所综合医院中的附属中医院。 两次被评为
联勤部基层建设标兵单位， 被联勤部评为先进党支部，
2005 年被总后卫生部评为全军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2007
年被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后卫生部授予“全
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 称号，2007 年被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评为全国首届中医先进护理单元，2008 年被中
国中医药学会评为全国中医特色护理单元， 先后两次荣立
集体三等功。

宁亚功，男，昆明总医院附属中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医学硕士。1982 年 12 月毕业于云南
中医学院。2007 年被总政、总后评为全军九名中医药“国医名师”之一。2012 年晋升专业技术
三级。

从医 30 年，宁亚功对糖尿病、恶性肿瘤、股骨头坏死等疑难重病的治疗有独特疗效。 他
深入西藏拉萨、日喀则、山南等高原边防部队巡诊，宣传普及中医药知识。 他注重学科建设，
带领中医科从一个弱小科室发展为全军第一所综合医院中的附属中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