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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贯彻执行国

家和省、市关于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指挥、协调、监督市城市综合管理相关部

门开展城市综合管理工作；负责全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

处罚权的组织、协调、监督、检查，组织指挥跨区、重大案

件的执法活动，负责研究制定城管执法规范和标准，负责全

市城管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负责城市综合管理，承担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各类问题的发现、交接、督办和应急指挥调

度负责全市城管数字化的协调、管理工作；负责全市城市道

路路政及城市桥梁、隧道维护的监督管理；负责全市城镇燃

气热力行业管理；负责全市环境卫生行业管理；负责制定生

活垃圾分类的发展规划、年度计划，研究制定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标准和作业规范，组织生活垃圾分类检查监督、考核评

价等工作；统筹协调全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工作；统筹全

市户外广告、景观灯光、招牌标识的管理，组织制定专项规

划和技术规范并监督组织实施；负责制定全市非机动车停放

点位施划方案，指导各区开展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管

理；负责组织城市管理行业科技成果的创新、应用和转化；

负责编制市级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的年度资



金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与城市管理相关的行业统计；负责

市级城市管理有关行政赔偿、行政复议受理和行政诉讼工

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来看，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部门

决算由纳入独立核算的单位本级决算和 8个下属单位决算组

成。其中：行政单位 1 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 1 个、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7 个。

纳入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19 年度部门决算编制范

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

1. 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本级)

2.武汉市桥梁维修管理处

3.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督察总队

4.武汉市环境卫生科学研究院

5.武汉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处

6.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水上管理处

7.武汉市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

8.武汉市燃气热力管理办公室

9.武汉市机动车道路停车收费管理中心

三、部门人员构成

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汇总）在职实有人数 677

人，其中：行政 113 人，事业 564 人(其中：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 190 人)。



离退休人员 513 人，其中：离休 4 人，退休 50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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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2019年度

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9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 年度收、支总计 123,949.41 万元。与 2018 年相比，

收、支总计各增加 36,795.1 万元，增长 42.2%，主要原因是

2018 年环投集团垃圾场渗沥液处理资金原由市财政局直接

拨付环投集团，2019 年由我委编报预算并拨付相关资金；为

加强对桥梁安全监管，增加了桥梁检测维护等资金，为美化

市容环境，增加了桥梁景观灯光建设资金。

图 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二、2019 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9 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120,058.07 万元。其中：财政

拨款收入 119,329.45 万元，占本年收入 99.4%；其他收入

728.62 万元，占本年收入 0.6%。

图 2：收入决算结构



三、2019 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9 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122,741.03 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22,101.01 万元，占本年支出 18.0%；项目支出

100,640.02 万元，占本年支出 82.0%。

图 3：支出决算结构



四、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122,996.95 万元。与 2018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36,296.86 万元，增长

41.9%。主要原因是环投集团垃圾场渗沥液处理资金 2018 年

由市财政局直接拨付环投集团，2019 年由我委编报预算并拨

付相关资金；为加强对桥梁安全监管，增加了桥梁检测维护

等资金，为美化市容环境，增加了桥梁景观灯光建设资金。

图 4 ： 财 政 拨 款 收 、 支 决 算 总 计 变 动 情 况



五、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87,200.14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

计的 71.0 %。与 2018 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1,436.66

万元，增长 1.7%，增加主要为生活垃圾分类经费。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87,200.14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

方面：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29.3 万元，占 0.0%；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3,884.24 万元，占 4.5%；医疗卫生与计划

生育支出 1,470.99 万元，占 1.7%；城乡社区支出 79,962.64

万元，占 91.7%；农林水支出 30 万元，占 0.0%；住房保障

支出 1,822.97 万元，占 2.1%。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135113.57 万元，支出决算为 87,200.14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64.5%（市级财政对区转移支付预算资金未纳入市城管

委决算报表编制范围）。其中：基本支出 22,101.01 万元，

项目支出 65,099.13 万元。项目支出主要用于城市综合管理

工作经费 10,470.33 万元，完善城市管理标准体系，优化考

核办法，健全高压常态的监管体系、导向科学的考评机制，

搭建全市统一的智慧城管系统，全面提高管事率、整改率、



满意率；切实加强户外广告整治、违法建设整治、城市家具

整治、环境卫生保洁等各项重点工作，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综

合管理效能，“精致环卫”全面推广，垃圾清运处理精细化

管理水平不断提升；重点保障线路景观照明提升和垃圾分类

专项工作 232.2 万元，完成了 25 条重点保障线路景观照明

规划编制工作，统筹推进全市景观照明提升建设，充分展示

独具特色的“夜江城”魅力，在全市 3.4 万家单位、831 个社

区、1080 个行政村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

加快完善；生活垃圾服务费专项支出 34,082.45 万元，确保

了全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的安全稳定，有序

运行,日均处理垃圾 1.2 万余吨、餐厨废弃物近 800 吨；市

管桥梁通道维修维护 15,782.56 万元，保证了桥梁隧道及地

下通道的正常运行和设施安全；城管执法督察支出 1106 万

元，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和城市管理执法督察力度，严格建筑

渣土、油烟噪音、园林绿化等执法整治和督察；城管环卫课

题研究及环卫设施环境监测 420.16 万元，开展环卫相关规

划研究编制，加强环卫设施环境监测及垃圾成分调查分析，

为垃圾处理监管提供了科学依据；垃圾场监管及服务费征收

工作经费 316 万元，加强了垃圾处理场垃圾称重、处理质量、

安全运营、环境质量的全面监督管理，促进了垃圾处理企业

规范运营，加强生活垃圾服务费征收管理工作；长江汉江市

管核心水域市容环境卫生治理 732.82 万元，保证了长江汉

江市管核心水域的环境整洁；餐厨废弃物监管 526.81 万元，

加强了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理的全面监督管理；燃气



热力执法管理 526.5 万元，加强了燃气热力行业的执法检查

和监督管理，确保了全市无燃气安全责任事故；道路停车秩

序管理 874 万元，加大了停车泊位和停车秩序的巡查控管力

度。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80 万元，支出

决算为 29.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6.6%，支出决算数小于

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纪检部门严格落实各项财经和纪

律规定，节约各项办公开支，形成专项经费结余。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4,005.84 万

元，支出决算为 3,884.2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7.0%。

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1,470.99

万元，支出决算为 1,470.9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0%。

4.城乡社区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127,733.77 万元，

支出决算为 79,962.6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2.6%，支出

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市级财政对区转移支

付预算资金未纳入市城管执法委决算报表编制范围。

5.农林水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算为 3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0%，支出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

的主要原因是省对市转移支付支出。



6.住房保障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1,822.97 万元，支

出决算为 1,822.9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0%。

六、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说明

2019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2101.01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 19,662.65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

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

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医疗

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

助、医疗费补助、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公用经费

2,438.36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

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

(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

待费、专用燃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

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其他

资本性支出。

七、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预算安排“三公”经费的单位包括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

会本级及下属 1 个参公事业单位、7 个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2019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年初预算数为 207.12

万元，支出决算为 126.9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1.3%，其

中：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 20.73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62.7%，比年初预算减少 12.31 万元，主要原因是按照

财政要求，对一般性支出进行了压减，并严格控制因公出国

（境）经费支出管理。

2019 年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因公出国(境)团组 2 个，

4 人次，实际发生支出 20.73 万元。其中：住宿费 3.52 万元、

国际旅费 12.08 万元、伙食费 1.96 万元、公杂费 3.17 万元。

主要用于赴日本、韩国学习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固废资源

化再生利用团组 1 个、2 人次；赴德国、瑞典就城市低温环

境下安全运行方面存在的难题深入交流工作团组 1 个、2 人

次。通过学习燃气热力、桥梁安全监管、城市家具管理等方

面的先进经验和管理模式，对提升我市城市综合管理水平起

到了积极作用。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 104.19 万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68.5%；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费无支出。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51辆。

(2)公务用车运行费 104.1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8.5%，比年初预算减少 47.81 万元，主要原因是加强公务

用车使用管理。主要用于：燃料费 46.64 万元；维修费 38.68

万元；过桥过路费 1.32 万元；保险费 17.55 万元。

3.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2.0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2%，比年初预算减少 20.05 万元，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公

务接待有关规定，控制相关费用支出。

2019 年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执行公务和开展业务活

动开支公务接待费 2.03 万元。其中：外省市交流接待 2.03

万元，主要用于城市综合管理、道路桥梁管理、城管执法督

察、燃气热力管理、军人会保障等接待工作 37 批次 359 人

次(其中：陪同 87 人次)。

2019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 2018 年

减少 26.68 万元，下降 17.4%，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决

算减少 10.44 万元，下降 33.5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

出决算减少 17.08 万元，下降 14.1%,公务接待支出决算增加

0.84 万元，增长 70.4%。因公出国(境)支出决算减少主要是

减少了因公出国批次；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减少



的主要原因是加强公务用车管理；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增加

的主要原因是第七届军运会在武汉召开，外地来汉学习考察

城市综合管理、大型活动保障经验做法的批次增加。

八、2019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2019 年市城管执法委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

转结余 4.41 万元，本年收入 34,860.2 万元，本年支出

34,860.2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4.41 万元。具体支出情况

为：

城乡社区支出。支出决算为 34,860.2 万元,主要用于重

点保障线路桥梁景观照明提升建设、长山口生活垃圾填埋场

（二期）渗沥液处理扩建工程、长山口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沥

液扩容升级应急处理工程、陈家冲垃圾场渗沥液应急处理、

水面垃圾清漂船购置、桥梁隧道维修加固、东湖水果湖隧道

运行维护等支出。

九、关于 2019 年度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组织对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

项目 15 个，资金 100,640.02 万元。组织对 1 个部门（单位）

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资金 122,741.03 万元。从绩效评



价情况来看，委领导高度重视，严格按照省、市预算绩效管

理的有关文件要求，遵循科学规范、公正公平、绩效相关原则，

通过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经过成立绩效评价小组、召开绩

效评价会议、收集整理所需资料、组织调查和数据核对、编

制自评报告等工作程序，提高了预算绩效评价的专业化、规

范化水平，较好地完成了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二)绩效自评结果

我委今年在市级部门决算中反映所有项目绩效自评结

果。

1.纪检组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

为 29.3 万元，执行数为 29.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

主要产出和效果：全年立案 5 件结案 3 件，案件办结率

60.0%；接受信访 37 件，处理信访件 37 件，信访回复率

100.0%；处置市治庸问责办交办件 3 件；处理问题线索 27

件，其中从私车公养、违规发放津补贴等监督检查中发现问

题线索 17 个；组织专题培训班、开展纪检干部监督责任履

职调研督导、举办法院旁听、家风故事分享会、廉政短信征

集等活动。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监察体制改革和谈话室设备维护项

目未实施；部分项目预算年中调整幅度较大，预算编制的准



确性有待提高；部分绩效指标名称表意不够清晰，针对性不

强，绩效指标体系尚需优化完善。

下一步改进措施：加强项目前期调研与工作规划，充分

考虑项目的实际情况和实施条件，有效构建职能部门间的沟

通协调机制，按节点落实各项工作任务，有序推进项目实施；

充分考虑单位和业务部门的实际，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科学、

合理地编制项目预算，细化测算依据，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

度，夯实部门预算工作基础；进一步明确指标定义及指向性，

优化绩效指标体系。

2.生活垃圾分类专项及景观照明提升设计结转经费项

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232.2 万元，实际预算

执行数为 232.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

主要产出和效果：检查指导建设转运站 182 座，垃圾收

集屋 194 座；试点区域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 99.1%，社区生

活垃圾分类覆盖率 79.1%；全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社区共 806

个，覆盖率 60.0%；完成 4671 处景观照明建设，充分展示了

独具特色的“夜江城”魅力。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试点区域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率”

指标未完成；绩效目标不够科学合理，项目未设置年度绩效

目标，绩效目标值设置过低；环境效益指标“充分展示武汉



独具特色的城市夜景”指标不易衡量，也不具备环境效益指

标的特征；项目未设置人民群众满意度指标。

下一步改进措施：加强宣传教育，强化生活垃圾的分类

管理，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武

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全面有效实施；进一步优化和

完善绩效指标体系，严格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程序和

填报要求，明确设定项目资金使用的绩效目标，科学合理设

置指标预期目标值。

3.环境卫生管理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29,885.73 万元，执行数为 29,885.7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

主要产出和效果：2019 年建设了三个渗滤液处理工程，

共计新增2400吨/天渗滤液处理规模；2019年环投公司实施2

个渗滤液处理工程建设项目，已建成陈家冲垃圾场，新增300

吨/天的浓缩液处理规模；桥梁处完成重点保障线路桥梁照明

提升建设项目，美化了城市夜景，展示了武汉城市魅力；全市

新建及改扩建公厕705座，提前并超额完成全市“厕所革命”

三年行动计划。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长山口生活垃圾填埋场（二期）渗沥

液处理扩建工程年末形象进度完成率83.3%，项目执行进度缓

慢；部分绩效指标定义不清晰、指向不明确，细化量化不够，

可评性不足。



下一步改进措施：强化项目前期工作的规范性，严格施工

方案，强化进度考核，扎实推进项目进度；优化完善绩效指标

体系，调整不合理的绩效指标，进一步增强绩效指标的可评性。

4.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经费（市级资金）项目绩效自评综

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0,688.14 万元，执行数为 10,470.33

万元，完成预算的 98.0%。

主要产出和效果：城市综合管理检查考核覆盖率

100.0%；2019 年全年制发专项督办单 190 件，城市综合管理

重大事项组织协调督办落实率达到 100.0%；市长专线协办案

件 52842 件，主办案件 3200 件，转办 3200 件，办结反馈 1849

件，退回 1371 件，实现及时转办率 100.0%、按期办结率

100.0%；12319 城管热线共受理群众来电 94623 个，其中立

案 94494 件，已办结 93294 件，按期办结率 100.0%；全市共

拆除各类违法建设 182.83 万平方米，其中拆除存量违法建

设 160.73 万平方米，拆除新增违法建设 22.1 万平方米。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预算管理不到位，项目预算编制未

细化量化，辅助核算（按项目功能分类）不到位，预决算编

制口径不一致；绩效目标的合理性和可衡量不足，部分反映

项目功能特性的关键性指标缺失；信息化平台操作的便捷性

和功能的智能性不能有效满足工作需要。



下一步改进措施：提升预算编制质量，强化预算刚性约

束；设置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体系，提高绩效指标的针对性、

适当性和可衡量性；加强智慧城管大数据分析平台建设，进

一步完善功能。

5.生活垃圾服务费（市级资金）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

目全年预算数为 34,082.45 万元，执行数为 34,082.45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0.0%。

主要产出和效果：全市9座生活垃圾处理场（厂）正常运

行，日均处理生活垃圾近1.2万吨，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0%；

2019 年全市共处理生活垃圾 428 万吨，资源化处理垃圾量

299.78万吨，资源化利用率为70.0%。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部分绩效指标定义不清晰、指向不

明确。

下一步改进措施：持续改进绩效指标体系，根据项目的

业务性质和工作特点，合理设置绩效指标，提高绩效指标的

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衡量性，充分发挥绩效目标的标杆作用。

6.城市管理往来支出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

数为 620 万元，执行数为 604.3 万元，完成预算的 97.5%。

主要产出和效果：使用区级缴纳的配比资金，支付餐厨

垃圾收运体系建设试点项目部分设备尾款，对我市通过餐厨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验收起到了积极作用。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具体项目预算执行不均衡，存在调剂

使用资金情况；餐厨设备购置监理费支付不够及时；项目缺少

绩效总目标，绩效指标有待完善。

下一步改进措施：精准编制预算，严格按照项目预算规定

的用途、标准、计划金额使用资金，防止预算执行不平衡及相

互调剂等问题；充分考虑项目结算前的验收和审计等因素，约

定合理可行的支付条款；进一步完善项目申报表，设置项目绩

效总目标。

7.桥梁隧道维护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7,626.47 万元，执行数为 7,626.4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

主要产出和效果：完成了管辖范围内 56 个桥墩加固工

程，350m 声屏障整治工程，累计纠偏桥梁墩梁 265m，维修

更换路面伸缩缝 709.75m；对 2 座隧道开展日常维护管理，

全年工程质量达标率 100.0%。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项目前期工作不充分，部分工程项目

尚未开工建设，已完工项目资料移交不及时，与其他项目预算

存在工作内容上的交叉重合；部分绩效指标名称定义不清晰、

指向不明确或过于冗长，部分绩效指标目标值设定过高，环境

效益指标“优化城市环境，桥梁隧道施工粉尘污染投诉率”应

归类为社会效益指标。



下一步改进措施：规范项目管理，扎实推进项目前期工作，

严格项目管理制度，加强沟通协调，合理规划安排项目；进一

步优化绩效指标目标值，在进行项目申报和绩效目标设定时，

仔细研究填报要求，合理确定填报内容，确保绩效指标数据的

合理性、准确性、可评价性。

8.城管执法督察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

数为 1,106 万元，执行数为 1,10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

主要产出和效果：通过智慧城管监管平台对 6300 台资

质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开展智能在线、密闭运输、车辆洁净专

项整治，资质车辆在线使用率达 95.0%；智慧城管平台应用

系统正常运行率 100.0%，系统故障响应时间为 60 分钟以内；

油烟监管平台在线监控餐饮单位 202 家，全年累积整改超标

问题 105 次，办理餐饮油烟污染案件 69 件，罚款金额 7.47

万元；线上督导处置无资质私自出土工地 37 个次，未经上

报私自出土工地 710 个次，提前出土工地 424 个，未密闭运

输车辆 5382 台次，保洁不力污染路面工地 49 个次、工地视

频未正常开启 27 个次、未设置电子围栏工地 24 个次，处置

率、回复回告率、复查率均达到 100.0%；线下发现处置路面

污染 1557 次，联合交管查扣渣土车 3902 台次，封停违规工

地 2238 个次，共处罚款 1,589.75 余万元，路面弃土污染发

现处置率达 100.0%。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尚未建立有效的项目绩效考核和激

励约束机制，合同管理的内控监督措施执行力度不够；绩效

目标缺失部分关键性指标，指向不明，衡量标准不够量化具

体。

下一步改进措施：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理念和方

法融入到项目管理全过程中，建立绩效考核激励和约束机

制，并适时推动绩效考核结果与薪酬待遇和岗位晋升挂钩；

优化完善绩效目标体系，提高指标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同时

确保绩效指标表意清晰、指向明确，充分发挥绩效目标的导

向作用。

9. 桥梁通道维修维护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

数为 11,982.56 万元，执行数为 11,982.56 万元，完成预算

的 100.0%。

主要产出和效果：2019 年，市桥梁处完成 307 座桥隧常

规检测评估工作，完成 407 座桥梁通道常规检测，组织抽查

行业监管桥梁 1093 座次，组织桥隧考核 12 次，印发关于桥

梁安全管理工作各类通知及督办单 121 份，办理技术审核事

件 17 起；巡查桥梁 6.8 万余座次，发现桥梁病害 2722 处，

处理 2450 处；组织桥隧保护区专项巡查 3 次，签订桥梁安

全保护协议 58 份。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部分招投标项目政府采购管理有待

加强，项目管理制度不够健全，资金监管的幅度和深度尚需



加强；绩效目标的描述不全面，指标值设定与实际偏差较大，

指标值设定不具备压力性，指标体系不够全面。

下一步改进措施：加强政府采购管理，严格政府采购程

序，规范评标操作流程，切实防范招投标管理风险；细化合

同管理制度，规范单位档案管理；绩效指标设定时需指向明

确、合理可行，保证指标体系精炼、明晰，便于接受各方面

的监督，科学合理设置绩效指标值。

10.环卫课题研究及环卫设施环境监测项目绩效自评综

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509.6 万元，执行数为 485.99 万元，

完成预算的 95.4%。

主要产出和效果：2019 年，环科院完成《武汉市城市道

路沿线废物箱设置技术导则》《架空管线容貌管理技术规范》

《城市道路路名牌设置技术规范》《武汉市环卫服务行业不

良行为记录管理办法（试行）》《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安全处

理与管理技术规范》《武汉市公共厕所保洁与服务规范》《武

汉市公共厕所设置与建设标准》《武汉市垃圾处理设施运行

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武汉市垃圾容器管理标准》《武

汉市生活垃圾运输车技术标准》《武汉市江夏长山口填埋场

填埋气高效收集技术方案》《陈家冲垃圾场局部终场覆盖绿

美化及臭味控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武汉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办法》《武汉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



系建设规划（2018-2030）年》《武汉市环境卫生作业规范》

等 15 个专题研究报告。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环科院对各垃圾场采样监测工作未

达到既定要求，环卫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尚未完成；预算执行

刚性约束不到位；绩效指标的相关性不足，部分三级指标未

明确指标名称，不便于考核和评价。

下一步改进措施：加强项目管理，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

制度，积极探索并建立月度或季度绩效跟踪工作机制；强化

预算执行刚性约束，按照批复的项目预算和单位年度工作计

划严格执行项目预算；优化完善绩效目标体系，提升绩效指

标的相关性，明确指标考核范围。

11.垃圾场监管及服务费征收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

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316 万元，执行数为 316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00.0%。

主要产出和效果：全年生活垃圾服务费收费额达到 2.82

亿元；垃圾处理监管考核评价得分率 100.0%；日均处理生活

垃圾 1.2 万吨，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0%；保障全市垃圾处

理场生活垃圾及时、有效、规范化处理。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预算申报计划开展的房屋建设项目

垃圾服务费征管系统建设工作实际未实施，项目管理制度不



够健全；绩效指标目标描述范围不全面，目标值设定过高，

部分绩效指标的针对性不强，细化量化程度不够。

下一步改进措施：严格按照市级财政年度预算编制要求

编制项目预算，真实反映各项业务的实施内容和预算支出金

额，细化预算内容；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建立完善

制约和监督机制；持续改进绩效指标体系，确保指标体系精

炼、明晰，科学合理设置绩效指标值。

12.长江汉江市管核心水域市容环境卫生治理项目绩效

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732.82 万元，执行数为 732.8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

主要产出和效果：吊装和转运清漂垃圾 11151 吨；解决

船舶设备故障 72 余起，完成各类船舶安全检验共计 8 项；

清捞辖区水域堆积的草垛等各类漂浮垃圾共计 50 余吨。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绩效指标设计不符合目标管理规

范，指标量化不够。

下一步改进措施：持续改进绩效指标体系，根据项目的

业务性质和工作特点，合理设置绩效指标，并进行必要论证，

提高绩效指标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衡量性。

13.餐厨垃圾监管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

年预算数为 526.81 万元，执行数为 526.81 万元，完成预算

的 100.0%。



主要产出和效果：2019 年，全市共处置餐厨废弃物 28.63

万吨，日均 784.4 吨。中心城区收运覆盖率超过 93.0%，新

城区收运覆盖率超过 87.0%；全市共有 470 家大中型餐饮单

位安装了三相分离油水分离装置，餐厨废弃物产生量控制在

900 吨/日以下。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尚未制定项目绩效管理制度，且单

位财务管理制度为 2012 年 9 月 1 日出台，制度更新不及时；

资金使用与会计核算不够规范，未定期开展绩效管理监控；

绩效目标不够科学合理，指标名称表意不清，指标相关性不

足，且量化较差。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时修订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和绩效

管理制度，完善绩效管理责任约束机制; 硬化预算执行刚性

约束，禁止无预算支出、超预算支出以及挤占项目支出; 根

据项目的业务性质和工作特点，合理设置绩效指标，并进行

必要论证，提高绩效指标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衡量性。

14.燃气热力执法管理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

年预算数为 843.22 万元，执行数为 843.22 万元，完成预算

的 100.0%。

主要产出和效果：对全市液化气储配站和燃气汽车加气

站的燃气场站安全环境、平面布置、设备设施、消防系统、

管理制度及落实、人员的安全规范操作、用户服务的安全管

理等方面进行检查，检查站点覆盖率为 100.0%；通过市长专



线、城市留言板、民意云等渠道共受理信访投诉 569 件，信

访回复率达 100.0%；查处“黑气点”933 处，提取物证钢瓶

5363 只，暂扣无证运输车辆 18 台，行政拘留非法经营人员

16 人，罚款 3.71 万元；完成了 11 处军运场馆配套燃气工程

质监验收，督促落实了 15 个用气场馆、87 家用气酒店“一

馆一档一案”保障措施；强化燃气和消防安全宣传，组织各

区开展宣传“五进”活动 869 次。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预算调整幅度较大，预算编制的前

瞻性、准确性不足；绩效目标不够科学合理，部分指标目标

值设定过低，绩效指标的相关性不足，指标量化较差。

下一步改进措施：提升预算编制质量，强化预算刚性约

束；根据项目的业务性质和工作特点，合理设置绩效指标，

并进行必要论证，提高绩效指标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衡量

性。

15.道路停车秩序管理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

预算数为 874 万元，执行数为 87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

主要产出和效果：“武汉停车 APP”注册用户达 95 万户，

日均停车 15 万次，日均泊位周转 10 次左右；全年处理道路

临时停车类市民投诉和上级督办件共 43 件；全年共巡查发

现摩拜单车和哈罗单车违规停放问题 6 万余车次，整改率达

到 94.0%。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各经济分类科目预算之间存在调剂

使用资金的情况；绩效目标不够科学、合理，绩效目标设置

与预算安排的契合度不够，部分指标指向不够明确，绩效指

标量化不够。

下一步改进措施：进一步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前瞻

性和准确性，不断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按照批复的项目

预算和单位年度工作计划执行预算；进一步整合、修改和提

炼核心指标，有效发挥绩效目标的导向作用。

十、2019 年度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9 年度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事业单位)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698.4 万元，比 2017 年减

少 310.51 万元，下降 15.5%。主要原因是落实过 “紧日子”

的要求，压减了一般性支出预算，减少了消耗性开支。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9 年度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0,279.01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470.9 万元、政

府采购工程支出 437.15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8,370.96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5,957.76 万元，占政府采购

支出总额的 58.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2,861.7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27.8%。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共有

车辆 102 辆，其中，机要通信用车 1 辆，应急保障用车 10

辆、执法执勤用车 42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17 辆、离退休

干部用车 5 辆、其他用车 27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执法卡点

专用车、桥隧维修工程车辆、垃圾检测仪车、垃圾场监管工

作车等；单位价值 50 万元(含)以上通用设备 5 台(套)，单

价 100 万元(含)以上专用设备 12 台(套)。



第四部分 2019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城市综合管理与执法

军运会保障工作全面完成；景观照明建设成为城市新亮

点；户外广告招牌整治实现减量提档；“精致环卫”全面推

广；违法建设治理强力推进、市政设施持续规范提档、薄弱

区域综合整治成效明显；城管执法体制改革；智慧城管建设

全面深化、城市管理规划标准体系不断完善、城市综合管理

运行机制不断优化；法治城管建设有序推进、城管执法体制

改革全面深化、政务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二、城乡环境卫生管理

生活垃圾分类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加快完善；

“厕所革命”任务全面完成；建筑垃圾管理不断加强；村湾

和水域环境卫生治理有序推进。

三、市政设施维护与管理

桥隧设施维护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燃气安全监管不断

优化；提高路政管理水平。

序号
重要事

项
工作内容及目标 完成情况

1
城市综

合管理

完善工作机制；加强

城管执法综合治理；

对标先进城市，完善城市管理

标准体系，编制《武汉市城市



与执法 提升综合管理效能。 精细化管理标准》，印发《城

市管理各领域技术导则实施

方案》，强化“大城管”指挥

调度机制，确实提升城市综合

治理效能。

2

城乡环

境卫生

管理

强力推进“厕所革

命”，加强垃圾收运、

分类管理，确保城市

干净整洁、城市生活

环境持续改善。

新建、改扩建城镇公厕 705

座，开放社会厕所 553 座；生

活垃圾分类深入推进，覆盖户

数近 261 万户，城市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餐厨废弃物综

合利用率均保持 100.0%。

3

市政设

施维护

与管理

加强桥梁、燃气安全

管理，确保无重大安

全事故

巡查各类桥梁通道 9.6 万余

次，督促完成 714 座桥隧检测

评估工作，查处“黑气点”933

处，确保桥梁、燃气安全无事

故

……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一般公共

预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政府性

基金预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三)上级补助收入：指从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

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四)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

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一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

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

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

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八)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安排、结转到本年仍

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九)本部门使用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到项级)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纪检监察事务(款)派驻派出

机构(项)：反映派驻派出纪检监察机构的日常办公办案支

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

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

离退休经费。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

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5.卫生健康支出(类)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款) 其他卫生

健康管理事务支出(项)：反映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

款级科目下除行政运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机关服务项目

以外，其他用于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6.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

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保险，



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

费。

7.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

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

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8.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

疗补助(项)：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公务员医疗补助经

费。

9.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其他行政

事业单位医疗支出(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级科目下

除行政单位医疗、事业单位医疗、公务员医疗补助项目以外，

其他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方面的支出。

10.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

(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

基本支出。

11.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一般行政

管理事务(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

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12.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城管执法

(项)：反映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13.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区

环境卫生(项)：反映城乡社区道路清扫、垃圾清运与处理、

公厕建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方面的支出。

14.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其他城乡

社区公共设施(项)：反映城乡社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款

级科目以外，用于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

15.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

专项债务收入安排(款)城市建设支出(项)：反映土地出让收

入用于完善国有土地使用功能的配套设施建设和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的支出。

16.城乡社区支出(类)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其他城乡

社区支出(项)：反映除城乡社区管理事务、城乡社区规划与

管理、城乡社区公共设施、城乡社区环境卫生、建设市场管

理与监督等款级科目下的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方面

的支出。

1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

房公积金。

18.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

(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含

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19.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

(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

（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

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20.农林水支出(类)农业(款)农村公益事业(项)：反映

对农村公益事业、垦区公益设施建设及农村能源综合建设等

方面的补助支出。

(十)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所

得税以及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业基

金等。

(十一)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

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二)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

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三)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

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

(十四)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五)“三公”经费：指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

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

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及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

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十六)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

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

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

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以及其他费用。

附件：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目    录
	第四部分  2019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