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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江夏区 2021 年区级财政决算重要事项说明

（一）调入资金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调入资金 55,802 万元。一是从政府性基

金调入 6,000 万元，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和污水处理费结余

超过本年收入 30%部分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二是从其他资金调

入 49,802 万元，其中东湖开发区托管区域补偿资金 25,100 万

元，清理盘活存量资金调入 24,702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资金 11,740 万元。2021 年其他地

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208 万，利息支出

11,565 万元，共计 11,773 万元。债券资金使用单位上缴了发

行费 33 万元，其余 11,740 万元由区偿债准备金垫付，决算报

表反映为“调入资金”。为保证政府债务按时偿还，我区建立

了偿债准备金制度，对债券资金使用单位因故不能按期偿还到

期本息的情况，由区财政先行代偿以后年度收回。

（二）上级转移性收入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入 429,746 万元，包括：税收返

还性收入 47,311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307,181 万元和专

项转移支付收入 75,254 万元。对税收返还性收入和一般性转移

支付收入，作为区级财力统筹安排，用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对专项转移支付收入，按项目专款专用，本年实际支出

63,882 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11,372 万元。



2

2.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性收入 21,396 万元，全部为专项

转移支付收入。当年支出 12,349 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9,046

万元。

由于我区原乡镇已全部变更为街道办事处，纳入了部门预

算管理，因此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安排的支出只有区级一个层次，

没有补助下级政府支出，无法分解到所属地区。

（三）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1 年我区政府债务限额 2,301,413 万元，其中：一般债

务 896,685 万元，专项债务 1,404,728 万元。

1.截止 2021 年底，全区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债务余额

2,022,591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743,467 万元，专项债务

1,279,124 万元。

2.2021 年当年全区新增债券资金 522,309 万元，其中：

一般债券 145,509 万元，主要用于光谷南大健康产业园道

路及市政配套建设、水利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医院

设备采购、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

专项债券 376,800 万元，其中：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174,300 万元，用于开发区还建小区建设；其他地方自行试点

收益债券 202,500 万元，主要用于云景山医院建设、中医院整

体迁建、区一医院住院部南楼附属楼建设、阳光创谷及光电子

信息产业园建设、江夏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光谷南大健康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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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等项目。

由于我区原乡镇已全部变更为街道办事处，因此政府债券

资金的发行和使用只有区级一个层次，无法再分解到所属地区。

（四）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2020 年底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385,606 万元。2021 年

根据预算安排，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30,801 万元，年终决

算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结余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60,566 万

元，截止 2021 年底，全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滚存余额 215,371

万元。

（五）“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2021 年全区“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 2131 万元，

为年初预算控制数 2400 万元的 88.8%,比上年增加 461 万元，

增长 27.6%。其中：

1.因公出国（境）没有发生支出，比上年减少 6 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1887 万元，为年初预算控

制数 2048 万元的 92.1%，比上年增加 522 万元，增长 38.3%。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691 万元，比上年增加 578 万元，

主要是疾控中心购置了一台核酸检测车 479 万元，以及卫生执

法监督和部分基层卫生院购置了执法用车和救护车；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196 万元，比上年减少 56 万元，下

降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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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务接待支出 244 万元，为年初预算控制数 302 万元的

80.8%，比上年减少 55 万元，下降 18.4%，全年共接待 5445 批

次，62789 人次。

（六）预备费使用情况

2021 年预备费预算 30,000 万元，当年已全部使用，列入

了相关支出科目，主要用于突发公共事件、自然灾害救助、维

护社会稳定、处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重大支出以及

其他难以预见的支出等方面，项目包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13500 万元、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补助 6780 万元、南

部公交一体化改造 3126 万元、村干部待遇提标 3001 万元、维

稳专项 2000 万元、农贸市场改造区级配套资金 1,807 万元。

（七）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1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在上级财政部门的指导下，紧紧

围绕《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

管理的实施意见》（武发[2018]16 号）的有关精神，按照工作

部署努力推进贯穿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监督的全过程预

算绩效管理，引导区直部门强化“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的意识，围绕“提质增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1.部署 2020 年度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印发通知，要

求全区一级预算单位积极开展 2020 年度部门总体支出绩效自

评和项目支出（包括转移支付资金、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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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对照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一般或较差的，要求提出整改

措施并切实加以落实，无法整改的削减预算。

2.部署2022年度区级预算绩效目标编制工作并组织培训。

印发了编制 2022 年区级预算绩效目标的通知，要求财政保障的

所有项目支出、部门（单位）整体支出按要求编报绩效目标。9

月 10 日在区财政局举办了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培训班，邀请湖

北永信行咨询机构专家专题授课，讲解了绩效目标设置和绩效

自评工作业务及要求，进一步压实了预算单位主体责任，增强

了“花钱必问效，无效要问责”意识。

3.开展财政重点评价促进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上台阶。

根据《中共武汉市委 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

理的实施意见》的相关规定，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2020 年 48 个

项目开展了重点评价，涉及民生类、就业创业补助类资金近 10

亿元。同时，根据实施意见的相关规定，加强了 2020 年度区级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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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重点绩效评价项目评价结果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主管部门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等级

1 区教育局 统筹学校安全保障经费 1665 良

2 区教育局 统筹教育应急保障支出 1200 良

3 区教育局 生均公用经费 11741.94 优

4 区水产科学研究所
统筹整合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

金（乾湖）
14 中

5 区医疗保障局
区属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医保补

助资金
6497 良

6 区水务总公司

统筹整合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

金（农村供水设施运营维护和

公益用水）

800 良

7 区医疗保障局 统筹城乡医疗救助项目 925 优

8 区交通局 农村公路养护经费 1440.8 良

9 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生活垃圾分类项目（2018-2020

年）
5700 中

10 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生活垃圾处置费（2020 年） 1200 良

11 区水务与湖泊局
2016 年农村供水设施灾后恢复

重建项目
400.35 良

12 区水务与湖泊局 大桥湖周边环境综合整治 8175.02 良

13 区园林和林业局
市场化道路及公园绿化养护经

费
800 良

14 区农业农村局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补助

项目
1880 优

15
生态环境局江夏区

分局
产业结构调整及综合治理经费 1280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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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主管部门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等级

16
生态环境局江夏区

分局
环境监测监察专项经费 300 良

17 区住建局
军运会大桥湖环境整治提升工

程项目
3537.99 良

18
区人民防空战备设

施管理所
人防专项经费 245 良

19 区住建局
纸坊城区市政道路改造、整治

工程项目
3327.02 良

20 区财政局

地方优势特色农业保险奖补及

民生保险资金 8591.74
优

政策性农业保险奖补资金 良

21 区财政局 残疾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 400 优

22 区财政局 农房政策性保险 267 优

23 区财政局
五保低保户及重度残疾人综合

保险
267 优

24 区财政局
一元民生保险、村干部意外及

补充医疗保险
530 优

25 区山坡街道办事处 农村事业发展建设经费 610 良

26 区发改局 节能专项项目 291.2 中

27
生态环境局江夏区

分局
生态保护项目 808.15 良

28 区大数据中心 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7101.88 良

29 区卫生健康局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区级配套经

费
5799.398 良

30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011 年以前转业志愿兵岗位安

置工资奖金福利项目
1008 良

31
区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
防治出生缺陷免费筛查项目 300 良

32 区卫生健康局 家庭签约医生服务财政补助 320 中

33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士兵能力提升项目 176.8 中

34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士兵安置专项经费 700 中

35 区科经局 “青桐”计划专项资金 450 中

36 区科经局 “瞪羚”计划专项资金 2000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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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主管部门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等级

37 区科经局
工业投资与技术改造补贴专项

资金
2000 良

38 区科经局 科技研发专项经费 2727.17 中

39 区科经局 众创空间专项经费 1300 良

40 区民政局 村级党组织惠民项目经费 1385 中

41 区民政局 特殊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 720 良

42 区民政局 政府办居家养老服务专项经费 630 中

43 区民政局 社区惠民项目资金 1880 中

44 区民政局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

儿童保障专项经费
180 中

45 区民政局 残疾人两项补贴经费 1678.04 良

46 区民政局 农村特困供养经费 1877.11 良

47 区民政局 城市特困人员救助经费 718 良

48 区卫生健康局
其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经

费
451.2 良

合 计 96296.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