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 2021 年

专项资金预算编制说明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

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专

项资金预算编制和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

拓展的要求，将绩效理念、方法和要求嵌入预算管理全过程，

围绕城市管理“十四五”规划项目和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工

作，加快推进城管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智慧

化管理水平。

二、编制原则

一是责任法定原则。认真履行专项资金预算编制、执行责

任主体职责，加强预算编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确保

预算编制符合城管事业发展需要。二是资金统筹原则。结合城

市管理工作实际，科学合理地安排城建项目及资金计划，优先保

障环境卫生体系建设、桥梁隧道运行维护、智慧城管等重点项目

和民生项目的资金需求，切实保障基本民生支出和市委、市政

府重大决策落实。三是绩效导向原则。突出绩效导向，优化管

理模式，坚持把绩效目标编制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把绩

效目标审核和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三、收支预算

（一）收入预算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21 年专项资金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75380.2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47446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7934.20 万元。

（二）支出预算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21 年专项资金财政拨款预算支出

75380.20 万元。其中：

公共项目支出 75380.20 万元。包括：

1.环境卫生管理 16028.98 万元，主要用于：陈家冲填埋场

生态环境修复提升一期工程 1800 万元；陈家冲、长山口填埋

场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渗滤液应急项目 4554.4 万元；武汉市江

夏区长山口固废填埋专区工程（三期工程）1800 万元；武汉市

千子山循环经济产业园有机质固废处置项目 2004.28 万元；分

管市领导集中使用资金 2000 万元；智慧城管信息化建设（二

期）2000 万元；智慧环卫平台建设 500 万元；购置清漂码头趸

船及垃圾压缩船 398 万元；市政设施应急处置经费 440 万元；

环卫规划编制（2021-2035）38.5 万元；背街小巷专项整治问

题复核 493.8 万元。

2.桥梁隧道维护 11905.22 万元，主要用于：东湖、水果

湖等隧道运行管理项目 4979.5 万元；桥梁治超联合执法 172.8



万元；朱家河大桥改造工程 120 万元；三环线额头湾立交匝道

桥独柱墩加固工程 200 万元；三环线鹦鹉等五座立交匝道桥独

柱墩加固工程 2000 万元；三环线常青、三金潭等四座立交匝

道桥独柱墩加固工程 600 万元；丁字港 1、2 号桥、琴断口桥

等桥梁病害维修加固工程 608.8 万元；三环线青化、和平立交

匝道桥独柱墩加固工程 395 万元；三环线野芷高架第二段 172#

墩~177#墩间墩梁错位维修加固 487.6 万元；三环线立交伸缩

缝维修改造工程 128.36 万元；汤逊湖大桥综合整治提升工程

152.5 万元；新型限高架采购 159.8 万元；三环线白沙洲至野

芷段高架桩基及地基检测服务项目 96.56 万元；重点桥梁检测

49.53 万元；军运会重点保障路桥梁景观照明提升建设 1402 万

元；城市桥梁智慧管理系统（一期）项目尾款 352.77 万元。

3.下区资金27446万元，主要用于：生活垃圾分类补贴3969

万元；生活垃圾处理费 13200 万元；环卫工人冬、夏慰问 356

万元；城管奖励资金 4200 万元；环卫工五险经费 4614 万元；

查违控违补贴 595 万元；垃圾服务费返还各区 2018-2019 年 8

月尾款结清 512 万元。

4.跨江桥梁隧道管养经费 20000 万元，主要用于：对城投

公司所辖的 13 座跨江桥梁以及长江隧道的日常巡查、日常管

养、定期检查、定期检测、特殊专项检测、桥梁亮化、桥梁美

化、桥梁路灯照明、桥梁清扫保洁、道路绿化、应急排水清淤



等全口径管理；对日常容易出现的桥梁病害，及时进行维修维

护，保证桥梁隧道公共设施安全。

四、政府采购预算

按照现行政府采购管理规定，2021 年专项资金预算中纳入

政府采购预算支出合计 7710.05 万元。包括：货物类 557.8 万元。

其中：新型限高架采购 159.8 万元、购置清漂码头趸船及垃圾

压缩船 398 万元。服务类 7152.25 万元。其中：智慧城管信息

化建设（二期）1900 万元；智慧环卫平台建设 450 万元；环卫

规划编制 38.5 万元；背街小巷专项整治问题复核 493.8 万元；

东湖、水果湖等隧道运行管理项目 3470 万元；桥梁治超联合

执法 172.8 万元；三环线鹦鹉等五座立交匝道桥独柱墩加固项

目设计、监理服务等 52.69 万元；三环线常青、三金潭等四座

立交匝道桥独柱墩加固项目设计、监理服务等 28.72 万元；丁

字港 1、2 号桥、琴断口桥等桥梁病害维修加固项目设计、监

理服务等 40 万元；三环线野芷高架第二段 172#墩~177#墩间墩

梁错位维修加固项目监理服务等 4.17 万元；汤逊湖大桥综合

整治提升工程监理服务等 2.71 万元；三环线白沙洲至野芷段

高架桩基及地基检测服务项目96.56万元；重点桥梁检测49.53

万元；城市桥梁智慧管理系统（一期）项目尾款 352.77 万元。

五、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2021 年市城管执法委专项资金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安排

3472.3 万元，其中，购买行业管理与协调性服务 532.3 万元、



购买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2940 万元。

六、绩效目标

体现垃圾处理循环理念，实现垃圾处理集中处置，提高垃

圾处理质量水平，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智慧城管信息化系统正

常运行；保障水域城管清漂船只安全靠泊；确保所辖桥梁、隧

道正常运行，设施设备安全完好；进一步提高全市城市综合管

理水平。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调度,确保工作实效。坚持每月统计分析城

建投资项目及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定期召开工作调度会议，对工

程进度及资金预算执行情况不理想的项目进行重点督办。

（二）加强协调沟通，形成工作合力。积极做好与市城建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等市直相关部门以及项目所在区的协调

沟通，及时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为项目顺利推进创

造良好条件。

（三）加强内控管理，完善制度机制。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健

全项目及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工作程序，严格防控措施，

落实工作责任，加强项目执行及预算资金绩效管理。



2021 年市级专项资金收支预算表
专项公开表 1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比上年增减% 项目 预算数 比上年增减%

一、财政拨款收入 75,380.20 -16.00一、本级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47,446.00 44.0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经费拨款 47,446.00 44.00 (二)外交支出

2.纳入金库管理的非税收入 (三)国防支出

……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7,934.20 -51.00 (五)教育支出

…… ……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47,394.20 -16.00

……

二、转移性支出 27,446.00 -17.00

二、上年结转 三、结转下年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结转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结转

收入总计 75,380.20 -16.00支出总计 75,380.20 -16.00



2021 年市级专项资金支出预算表
专项公开表 2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单位
项目内容

本年预算 测算依据

编制责

任部门合计

市直单位

下区资金 政策依据 测算依据
小计

其中：部

门预算

支出

汇总 75380.20 47934.20 27446.00
市城管

执法委

一 环境卫生管理 16028.98 16028.98
市城管

执法委

1

陈家冲填埋场

生态环境修复

提升一期工程

市环投公

司

1、陈家冲垃圾场已到设计标高垃圾堆体实施终场覆盖并复

绿美化；2、新建一套 600 吨/天渗滤液处理设施
1800.00 1800.00

市领导签批《关于武汉新港

江北铁路二期工程涉及陈

家冲生活垃圾填埋场 3 号

污泥池实施改造有关情况

的报告》

该项目由武汉环投负责实施，项目建设资

金拟计划由财政专项资金、政府债券资金

共同解决（财政专项资金渠道为 2021 年

预算，政府债券资金已获批）。其中：财

政专项资金占比 20%，即 4567.04 万元；

政府债券资金占比 80%，即 18268.17 万

元。2021 年开工， 2022 年 4 月完工

市城管

执法委

2

陈家冲、长山口

填埋场中央环

保督察整改渗

滤液应急项目

（尾款）

市环投公

司

根据《长山口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沥液扩容升级应急处理工

程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鄂记信字[2019]039 号）审核

结果，长山口填埋场渗滤液应急项目扩容工程实际完成投

资含税总计 61140221.77 元；根据《陈家冲垃圾场 2000m3/d

吨垃圾渗滤液应急处理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鄂

记信字[2019]038 号）审核结果，陈家冲填埋场 2000m3/d

渗滤液应急处理项目实际完成投资含税总计 318445868.02

元。目前，两项目已分别完成了整体竣工验收，扣除已支

付的 334043042 元（其中，支付长山口 52000000 元，支付

陈家冲 282043042 元），还需支付长山口项目 9140221.77

元、陈家冲项目 36402826.02 元，共计 45543047.79 元

4554.40 4554.40

市领导签批《市发改委关于

武汉环投公司拟明确中央

环保督查整改项目为应急

项目的回复意见》

项目已竣工决算，2021 年安排工程尾款
市城管

执法委



3

武汉市江夏区

长山口固废填

埋专区工程（三

期工程）

市环投公

司

武汉市江夏长山口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三期工程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填埋库区土建和防渗工程、渗沥液处理续建工

程、填埋场配套提升改造工程及道路工程等。项目建设资

金拟计划由财政专项资金、政府债券资金共同解决（财政

专项资金渠道为 2021 年预算，政府债券资金已获批）。其

中：财政专项资金占比 20%，即 14674 万元；政府债券资金

占比 80%，即 34239 万元

1800.00 1800.00

《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武汉

市江夏长山口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场三期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

的批复》（武发改审批服务

【2020】118 号）

该项目由武汉环投负责实施，项目建设资

金拟计划由财政专项资金、政府债券资金

共同解决（财政专项资金渠道为 2021 年

预算，政府债券资金已获批）。其中：财

政专项资金占比 20%，即 14674 万元；政

府债券资金占比 80%，即 34239 万元。完

成投资额 132 万（前期）已支付 62 万。

2021 年开工， 2022 年 6 月完工

市城管

执法委

4

武汉市千子山

循环经济产业

园有机质固废

处置项目

市环投公

司

本项目建设规模为 1000 吨/天，其中餐厨废弃物处置规模

200 吨/天，厨余废弃物处置规模 800 吨/天，主要建设内容

包含预处理系统、厌氧发酵系统、沼渣处理系统、污水处

理系统、沼气存储系统及辅助配套设施等

2004.28 2004.28

《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千子

山有机质固废处置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武

发改审批服务〔2020〕27

号）

该项目由武汉环投负责实施，项目建设资

金拟计划由财政专项资金、政府债券资金

共同解决（财政专项资金渠道为 2021 年

预算，政府债券资金拟 2021 年发行）。

其中：财政专项资金占比 20%，即 20961

万元；政府债券资金占比 80%，即 83843

万元。2021 年开工， 2022 年 8 月完工

市城管

执法委

5
智慧城管信息

化建设（二期）

市城管执

法委机关

智慧城管信息化建设（二期）包括：智慧环卫、路政管理、

公厕管理、应急管理、城管大脑、执法监督、考核管理、

查违控违、大数据中心、安全体系和云计算基础设施建设

等

2000.00 2000.00

《武汉市加快推进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实施方案》，要

求 2021 年底前完成

根据智慧城管顶层规划和测算
市城管

执法委

6
智慧环卫平台

建设

市城管执

法委机关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标准规范建设、数据采集与建库、基础

信息管理模块、环卫作业服务模块、生活垃圾全流程采集

服务模块、综合应用管理模块、配套硬件设备、云服务及

运维

500.00 500.00

《武汉市加快推进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实施方案》，要

求 2021 年底前完成

根据智慧城管顶层规划和测算
市城管

执法委

7
分管市领导集

中使用资金

市城管执

法委机关
用于市政府交办的临时性应急性工作任务 2000.00 2000.00 财政部门预算编制安排 财政部门预算编制安排

市城管

执法委

8
购置清漂码头

趸船

市城管执

法委水上

处

近年来，由于长江、汉江清漂保洁工作不断加强，机械化

清漂船和人工清漂船清漂保洁效能日益突显，船只逐渐增

多（10 余艘），目前船舶停靠存在较大困难。现有沈家庙

码头趸船建造于 1954 年，长 45米，至今已有 60多年的历

史，船底板及关键部位锈蚀相当严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无法满足多艘船只同时安全停靠。为了更好地做好清漂保

398.00 398.00

发改委关于武汉港武汉水

务执法码头工程初步设计

概算的批复

中标金额 1098 万，2020 年预算 700 万，

2021 年安排项目尾款

市城管

执法委



洁工作，为保护长江生态环境作出应尽的职责，保障清漂

船只安全靠泊，需要更新一艘符合安全标准和系泊性能较

强的趸船

9
市政设施应急

处置经费

市城管执

法委机关
2012*2016 年 32个市政维护项目工程尾款 440.00 440.00 支付工程尾款

2012年至2016年的32个维护项目审计结

果已批复，2021 年安排尾款 440 万元

市城管

执法委

10
环卫规划编制

（2021-2035）

市城管执

法委机关
武汉市 2021-2035 环卫规划编制尾款 38.50 38.50 《武汉市市容管理条例》

2020 年预算 400 万，中标价 385 万，10%

合同尾款需 2021 年支付

市城管

执法委

11
背街小巷专项

整治问题复核

市城管执

法委机关
对城市综合管理第三方检查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检查复核 493.80 493.80

《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工

作考核办法》
根据中标金额申报预算

市城管

执法委

二 桥梁隧道维护 11905.22 11905.22
市城管

执法委

1

东湖、水果湖等

隧道运行管理

项目

武汉市城

市桥梁隧

道事务中

心

2021 年度东湖、水果湖等隧道项目运营维护费用；2021 年

度隧道运行水电费
4979.50 4979.50

《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

2015》《城市桥梁养护技术

标准 2017》

东湖隧道和水果湖隧道水电费1500万元、

运行管理费用 3479.5 万元

市城管

执法委

2
桥梁治超联合

执法

武汉市城

市桥梁隧

道事务中

心

杜绝超限超载车辆违规通行桥梁设施的损害，联合市区公

安交管、城管执法部门等相关单位，成立联合执法队伍，

定期开展全市桥梁联合执法行动，确保全市城市桥梁隧道

安全

172.80 172.80
《关于建立城市桥梁联合

执法工作机制的实施方案》
合同续签，年需经费 172.8 万

市城管

执法委

3
朱家河大桥改

造工程

武汉市城

市桥梁隧

道事务中

心

对朱家河大桥上下部结构加固补强及更换，并对桥梁病害

进行处理，对破损的伸缩缝、栏杆等附属机构进行修补
120.00 120.00

检测报告、立项批复（武发

改审批服务[2020]66 号）

立项批复总概算 2749.72 万元，其中工程

费用 1797.98 万元，2021 年拟安排费用

120万

市城管

执法委

4

三环线额头湾

立交匝道桥独

柱墩加固工程

武汉市城

市桥梁隧

道事务中

心

加固独柱墩 9个，更换病害支座 4个 200.00 200.00
初设代可研批复（武发改审

批服务[2020]173 号）

续建项目，项目总投资概算 63.88 万，其

中初投批复工程费 400.37 万元，按 2021

年累计支付至 70%匡算

市城管

执法委



5

三环线鹦鹉等

五座立交匝道

桥独柱墩加固

工程

武汉市城

市桥梁隧

道事务中

心

加固独柱墩 95个，并对混凝土结构、支座、排水管病害处

理等
2000.00 2000.00

初设批复（武发改审批服务

[2020]95 号）

续建项目，项目总投资 5269.45 万，其中

初设批复工程费用 4076.82 万元，按 2021

年累计支付至 70%匡算

市城管

执法委

6

三环线常青、三

金潭等四座立

交匝道桥独柱

墩加固工程

武汉市城

市桥梁隧

道事务中

心

加固独柱墩 69个，并对支座病害、破损排水管进行维修等600.00 600.00
初设批复（武发改审批服务

[2019]18 号）

续建项目，项目总投资 2871.58 万元，其

中初设批复工程费用 2188.49 万元，按

2021 年累计支付至 70%匡算

市城管

执法委

7

丁字港 1、2号

桥、琴断口桥等

桥梁病害维修

加固工程

武汉市城

市桥梁隧

道事务中

心

已批复总投资 1602.69 万。建设内容：对丁字港 1、2号桥、

琴断口桥、朱湖新港桥、三角港桥的桥梁底部裂缝注浆、

空心板梁加固、更换伸缩缝、支座、桥面拆除及重新铺装、

钢栏杆除锈涂装等维修施工

608.80 608.80
初设批复（武发改审批服务

[2020]164 号）

续建项目，项目总投资 1602.69 万，其中

初设批复建安费 984.64 万元，按 2021 年

支付至 70%考虑。（中标价按照批复的约

88%予以考虑）

市城管

执法委

8

三环线青化、和

平立交匝道桥

独柱墩加固工

程

武汉市城

市桥梁隧

道事务中

心

青化立交加固 45 个桥墩、和平大道立交加固 30 个桥墩；

同步修复裂缝、破损混凝土和更换伸缩缝、支座、排水管

等。已批复总投资 3945.35 万元。施工费 3293.85 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 410.70 万元，预备费 240.80 万元。施工

费合同 2942.17 万元

395.00 395.00
初设批复（武发改审批服务

[2019]9 号）

完工项目，项目总投资 3945.35 万，其中

初设批复工程费用 3293.85 万元，按 2021

年累计支付至 80%匡算。（不含暂列金）

市城管

执法委

9

三环线野芷高

架第二段 172#

墩~177#墩间墩

梁错位维修加

固

武汉市城

市桥梁隧

道事务中

心

已批复总投资 2748.34 万元。桩基加固、桥墩加固、梁体

复位、更换支座、挡块维修等。施工费合同 1919.84 万元
487.60 487.60

初设批复（武城建初设

[2018]36 号）

完工项目，项目总投资2748.34万元。2021

年二类费支付完毕，工程费支付至合同价

的 90%

市城管

执法委

10

三环线立交伸

缩缝维修改造

工程

武汉市城

市桥梁隧

道事务中

心

针对三环线立交伸缩缝存在钢条缺失或断裂、缝内沉积物

阻塞、接缝处铺装层碎边、止水带破损、伸缩缝超宽、卡

死等病害，对三环线 12 座立交和 21 座高架桥及地面主线

桥的伸缩缝进行维修改造，初步设计批复建设总投资为

858.07 万元，施工费合同 592.32 万元

128.36 128.36
初设批复（武城建初设

[2017]36 号）

完工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858.07 万元。

2021 年二类费用支付完毕，工程费支付至

合同价的 90%

市城管

执法委



11

汤逊湖大桥综

合整治提升工

程

武汉市城

市桥梁隧

道事务中

心

已批复总投资 968.91 万元，施工合同 598.7 万。桥头跳车

治理、桥面铺装、混凝土裂缝封闭或灌缝、支座病害治理、

防撞护栏、人行道及栏杆修复等

152.50 152.50
初设批复（武发改审批服务

[2019]27 号）

完工项目。总投资 968.91 万元。2021 年

二类费支付完毕，工程费支付至结算价的

90%

市城管

执法委

12
新型限高架采

购

武汉市城

市桥梁隧

道事务中

心

总投资 1592 万，拟对射线桥梁的进城方向及三环线的 43

座桥梁、通道的 119 处限高架采用新材料、新工艺予以更

换恢复和增设

159.80 159.80

市领导签批《市城管执法委

关于加强城市桥梁安全管

理工作的请示》

完工项目，总投资 1592 万元。2021 年累

计支付至合同价的 90%

市城管

执法委

13

三环线白沙洲

至野芷段高架

桩基及地基检

测服务项目

武汉市城

市桥梁隧

道事务中

心

对三环线白沙洲至野芷段高架的1060根桥墩桩基及整体地

基情况进行检测
96.56 96.56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

CJJ99-2017 中关于桥梁特

殊检测的要求

合同金额 965.57 万元，2021 年累计支付

至 80%

市城管

执法委

14 重点桥梁检测

武汉市城

市桥梁隧

道事务中

心

对 12 座桥梁的 83 条独柱墩匝道桥、40 座超重车辆经常通

行的桥梁、8 座 2018 年检测评定结果为 C级的桥梁按每季

度检测评估一次的标准进行检测

49.53 49.53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

CJJ99-2017 中关于桥梁特

殊检测的要求

合同金额 495.28 万元，2021 年累计付至

90%

市城管

执法委

15

军运会重点保

障路桥梁景观

照明提升建设

武汉市城

市桥梁隧

道事务中

心

已批复概算总投资 17162.66 万元，军运会 10 条重点保障

线路 23座立交及东风大道高架局部区段、保障线路上部分

隔音屏实施景观提升建设

1402.00 1402.00

武城建【2018】6 号、武城

建可研【2018】45 号、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

提速提制质迎军运会景观

照明建设工作的通知

完工项目。总投资 17162.66 万元，合同

价 14802.59 万元。2021 年累计支付至合

同 90%

市城管

执法委

16

城市桥梁智慧

管理系统（一

期）项目尾款

武汉市城

市桥梁隧

道事务中

心

智慧桥梁一期 43座桥梁健康监测系统设备运维 352.77 352.77

网信办：关于《武汉市城市

桥梁智慧管理系统可行性

研究报告》审查意见的复函

完工项目，总投资 9730.86 万。合同金额

5036.76 万元，2021 年支付审计尾款

352.77 万（按合同价 97%估算审定价）

市城管

执法委

三 下区资金
市城管执

法委机关
27446.00 27446.00

市城管

执法委



1
生活垃圾分类

补贴

市城管执

法委机关

依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武汉市生活垃

圾分类实施方案》的通知，结合各区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的经费投入、市级月度检查考核排名等情况，按一定比例

对各区给予补贴

3969.00 3969.00

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武汉市生活垃圾

分类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城管委关于印发《市级生活垃圾分类专

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武

城管[2018]30 号）

市城管

执法委

2
生活垃圾处理

费

市城管执

法委机关

按照《武汉市生活垃圾服务费收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

定，返还各区垃圾清扫、收集、运输费用支出
13200.00 13200.00

《武汉市生活垃圾服务费

收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生活垃圾处

理工作机制的通知

市城管

执法委

3
环卫工人冬、夏

慰问

市城管执

法委机关

依据《市城管委关于一线作业人员慰问经费使用管理办

法》，按照 50 元/人的标准，在冬季低温、夏季高温时，

对一线环卫工人进行慰问

356.00 356.00

市领导签批市城管执法委

关于申请全市一线环卫工

人高温天气慰问经费的请

示、《市城管委关于一线作

业人员慰问经费使用管理

办法》

冬、夏两次慰问均按照 50 元/人的标准

拨付至各区，截至 2020 年 6 月，全市环

卫工人 35499 人，按人数小幅增长预估需

经费 350余万元，在对上年度预拨付经费

与实际应拨付经费核对计算后，需该项目

经费约 356 万元

市城管

执法委

4 城管奖励资金
市城管执

法委机关

贯彻落实《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武发【2011】18

号、武城管委【2015】1 号文件，每月对全市城市综合管理

工作进行检查、考核、通报。对城市综合管理工作中成绩

突出的相关单位给予奖励，对城市综合管理考核中成绩摆

尾的相关单位给予处罚

4200.00 4200.00

《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

例》《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

工作考核办法》

根据2019年7月-2020年6月份城市综合

管理考核通报，对城市综合管理工作中成

绩突出的相关单位给予奖励，对城市综合

管理考核中成绩摆尾的相关单位给予处

罚

市城管

执法委

5
环卫工五险经

费

市城管执

法委机关
为 12332 名环卫工人缴纳社会保险经费 4614.00 4614.00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为我市环卫合同工办理社

会保险意见的通知〉》

按往年惯例，我市社保政策每年 7月份集

中调整。根据各区 7月单位缴纳社保标准

（958—965 元/月.人）及市级财政补贴一

半的原则，全市 12332 名环卫工人该年度

市级经费 7300 余万元，在对上年度预拨

付经费与实际应拨付经费核对计算后，

2021 年市级应补贴经费约 4614 万元

市城管

执法委



6 查违控违补贴
市城管执

法委机关

依据《城乡规划法》、《行政强制法》、《武汉市城乡规

划条例》、《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定，依法开展查处违法建设工作

595.00 595.00

依据《城乡规划法》、《行

政强制法》、《武汉市城乡

规划条例》、《武汉市控制

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定

文件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6]6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城市建成区违法建筑专项治理

工作五年行动方案的通知》（建规

[2016]142 号）、《湖北省城市建成区违

法建筑专项治理工作五年行动方案》（鄂

建办[2016]266 号）。按照对各区下达的

目标任务给予一定补助

市城管

执法委

7

垃圾服务费返

还各区

2018-2019 年 8

月尾款结清

市城管执

法委机关
2018 年度至 2019 年 8 月份的生活垃圾服务费下区资金 512.00 512.00

《武汉市生活垃圾服务费

收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17 年度下区资金已结算；2018 年度全

年应拨付下区资金 22953.193789 万元，

2019 年截至 8 月份应拨付下区资金

19558.276695 万元，两年合计应拨付下区

资金 42511.470484 万元，减去 2018 年和

2019 年已拨付下区资金 42000 万元，还应

拨 付 2018 年 和 2019 年 下 区 资 金

511.470484 万元

市城管

执法委

四
跨江桥梁隧道

管养经费

市城投公

司（市城

建基金

办）

对城投公司所辖的 13 座跨江桥梁以及长江隧道的日常巡

查、日常管养、定期检查、定期检测、特殊专项检测、桥

梁亮化、桥梁美化、桥梁路灯照明、桥梁清扫保洁、道路

绿化、应急排水清淤等全口径管理；对日常容易出现的桥

梁病害，及时进行维修维护，保证桥梁公共设施安全

20000.00 20000.00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

《武汉市城市桥梁隧道安

全管理条例》、《桥梁养护

管理手册》、《长江隧道技

术管养手册》

1、2018 年、2019 年项目经费分别是 13480

万元、15330 万元，主要用于长江二桥、

二七长江大桥、长江隧道等 10 座跨江桥

梁隧道的日常管养工作；2、2020 年预算

项目经费 17000 万元，主要用于 2020 年

13 座跨江桥梁的日常管养工作和 2019 年

新建月湖桥上游幅桥、杨泗港长江大桥及

二七长江大桥武昌匝道的日常管养工作

经费以及长江隧道运营维护管理

市城管

执法委

1
跨江桥梁管养

经费

市城投公

司（市城

建基金

办）

对城投公司所辖的 14座跨江桥梁日常巡查、日常管养、定

期检查、定期检测、特殊专项检测、桥梁亮化、桥梁美化、

桥梁路灯照明、桥梁清扫保洁、道路绿化、应急排水清淤

等全口径管理；对日常容易出现的桥梁病害，及时进行维

修维护，保证桥梁公共设施安全

12500.00 12500.00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

《武汉市城市桥梁隧道安

全管理条例》、《桥梁养护

管理手册》、《长江隧道技

术管养手册》

市城管

执法委



2
跨江隧道管养

经费

市城投公

司（市城

建基金

办）

对城投公司所辖的长江隧道的日常巡查、日常管养、定期

检查、定期检测、特殊专项检测、应急排水清淤等全口径

管理

4500.00 4500.00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

《武汉市城市桥梁隧道安

全管理条例》、《桥梁养护

管理手册》、《长江隧道技

术管养手册》

市城管

执法委

3

跨江桥梁年度

专项工程项目

经费

市城投公

司（市城

建基金

办）

跨江桥梁日常管养以外专项工程 3000.00 3000.00

长江二桥白沙洲大桥防撞

工程初步设计批复、市政府

关于鹦鹉洲长江大桥风致

振动治理工程建设相关情

况的报告批示、武汉江汉二

桥（知音桥）人行道结构维

修加固工程设计项目比选

公告、市领导关于进一步做

好白沙洲长江大桥治超管

控工作的批示、关于加快推

动全市城市桥梁智慧管理

系统建设的通知等

市城管

执法委



专项资金预算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 年

专项公开表 3-1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环境卫生管理 项目代码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 项目执行单位 委机关、环投公司、水上处

项目负责人 林涛、张玉泉 联系电话 82715416

项目类型 公共项目

项目申请理由
1.2021 年城建（环卫）计划；

2.依据环投公司职责承担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重点工作任务。

项目主要内容

1.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2.智慧城管系统建设及运行维护；

3.其他城市管理重点工作。

项目总预算 16028.98 项目当年预算 16028.98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当

年预算变动情况

2020 年预算批复 19431 万元，2021 年预算安排 16028.98 万元。2021 年增加武汉市江夏区长山口固废填埋专区工程

（三期工程）1800 万元、武汉市千子山循环经济产业园有机质固废处置项目 2004.28 万元，减少厕所革命补助经费

2652 万元，其他延续性项目减少 4554.3 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16028.98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6028.98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16028.98

3.事业收入

4.上级补助收入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6.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7.其他收入

8.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9.上年结转

其中：使用上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余结转

使用上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结余结转

项
目
支
出
预
算
及
测
算
依
据

项
目
支
出
明
细
预
算

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

合计 16028.98

1.陈家冲填埋场生态环境修复提升一期工程 1800

2.购置清漂码头趸船 398

3.陈家冲、长山口填埋场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渗滤液应急项目（尾款） 4554.4

4.智慧城管信息化建设（二期） 2000

5.市政设施应急处置经费 440

6.环卫规划编制（2021-2035） 38.5

7.智慧环卫平台建设 500



8.背街小巷专项整治问题复核 493.8

9.分管市领导集中使用资金 2000

10.武汉市江夏区长山口固废填埋专区工程（三期工程） 1800

11.武汉市千子山循环经济产业园有机质固废处置项目 2004.28

测算依据及说

明
1、项目立项批复；2、项目实施进度资金需求；3、资金补助标准；4、市场咨询价格估算

项目绩效总目标
开展智慧城管信息化建设，贯彻垃圾处理循环理念，实现垃圾处理集中处置，提高垃圾处理质量水平，改善城市生

态环境。

项目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程建设计划完成率 100%

陈家冲填埋场生态环

境修复提升一期工

程、武汉市江夏区长

山口固废填埋专区三

期工程、武汉市千子

山循环经济产业园有

机质固废处置项目

信息化系统建设计划完成率 100%

智慧环卫平台、智慧

城管信息化系统（二

期）

完成 600 吨渗滤液处理设施建设 100% 陈家冲垃圾场

背街小巷问题整改复核率 100%

质量指标

信息化系统完工质量验收合格率 100%

工程完工质量验收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建设投资数 ≤概算批复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垃圾场周边环境 明显改善

环境效益指标

完成复绿美化面积 >2 万平方米 长山口垃圾场

臭气治理效果 明显改善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市民满意率 ≥90% 满意度调查



专项资金预算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 年

专项公开表 3-2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桥梁隧道维护 项目代码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城市桥梁隧道事务中心

项目负责人 张少星 联系电话 85492602

项目类型 公共项目

项目申请理由

1、按《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武汉市城市桥梁隧道安全管理条例》、《武汉市桥梁隧道养护技术规程》、

各桥梁《桥梁技术管养手册》要求、市政府批示及市发改委立项和初设批复等相关文件和实际需求申报；2、对

三环线常青等立交匝道独柱墩等桥梁病害进行处治，对超载状况抗倾覆不足、存在安全隐患的桥梁进行处治，

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桥梁安全运行；3、做好东湖隧道和水果湖隧道湖底隧道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工作，确保设施

安全完好，行车安全舒适；4、对丁字港 1、2号桥、琴断口桥等桥梁病害进行维修加固，确保桥梁安全运行。

项目主要内容
自管桥梁独柱墩加固、支座和桥墩裂纹处治、桥梁底部裂缝注浆、空心板梁加固、对破损的伸缩缝、栏杆等附

属机构进行修补等；东湖隧道和水果湖隧道设施养护管理等。

项目总预算 11905.22 项目当年预算 11905.22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当年

预算变动情况

1.2019 年项目经费 20110 万元，2020 年项目经费 16933.2 万元，2021 年项目经费 11905.22 万元；2021 年经

费较上年减少 29.69%。2021 年项目包含内容：一是部分项目 2019 年-2020 年启动，2021 年安排项目进度款；

二是 2021 年预算项目包含朱家河大桥改造工程及丁字港 1、2 号桥、琴断口桥等桥梁病害维修加固工程等新增

桥梁隧道维护项目。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11905.22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1905.22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11905.22

3.事业收入

4.上级补助收入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6.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7.其他收入

8.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9.上年结转

其中：使用上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余结转

使用上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结余结转



项
目
支
出
预
算
及
测
算
依
据

项
目
支
出
明
细
预
算

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

合计 11905.22

东湖、水果湖等隧道运行管理项目 4979.50

桥梁治超联合执法 172.80

朱家河大桥改造工程 120.00

三环线额头湾立交匝道桥独柱墩加固工程 200.00

三环线鹦鹉等五座立交匝道桥独柱墩加固工程 2000.00

三环线常青、三金潭等四座立交匝道桥独柱墩加固工程 600.00

丁字港 1、2 号桥、琴断口桥等桥梁病害维修加固工程 608.80

三环线青化、和平立交匝道桥独柱墩加固工程 395.00

三环线野芷高架第二段 172#墩~177#墩间墩梁错位维修加固 487.60

三环线立交伸缩缝维修改造工程 128.36

汤逊湖大桥综合整治提升工程 152.50

新型限高架采购 159.80

三环线白沙洲至野芷段高架桩基及地基检测服务项目 96.56

重点桥梁检测 49.53

军运会重点保障路桥梁景观照明提升建设 1402.00

城市桥梁智慧管理系统（一期）项目尾款 352.77

测算依据及

说明

1、2021 年新实施项目根据发改委立项或初设及概算批复总投资，或设计单位匡算总投资；2、部分项目 2019

年-2020 年已启动，2021 年 2021 年按施工进度及合同条款支付工程款。

项目绩效总目标 确保所辖桥梁、隧道正常运行，设施设备安全完好

项目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加固桥墩数量 108 个

运行维护隧道数量 2座

质量指标 维修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率 100%
项目竣工质量合格数量/

竣工项目数量

时效指标
维修工程按期完成率 ≥90%

按期完成当年工程进度的

项目数量/全部施工项目

的数量

投诉件回复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建设投资数 ≤概算批复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维修处治后桥梁隧道可通行率 100%
维修处治后可通行桥梁隧

道数量/桥梁隧道数量

桥梁隧道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次

数
0次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指标
市民满意度 ≥90%



专项资金预算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 年

专项公开表 3-3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跨江桥梁维护经费 项目代码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 项目执行单位 市城投公司（市城建基金办）

项目负责人 邓耀光 联系电话 84810017

项目类型 公共项目

项目申请理由

1、按《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武汉市城市桥梁隧道安全管理条例》、《武汉市桥梁隧道养护技术规程》、各桥梁

《桥梁技术管养手册》要求和实际需求申报；2、主要职责是对我司所辖的 13 座跨江桥梁的日常巡查、定期检查、特殊

检查、监控监测、桥梁亮化、美化、桥梁路灯照明、供配电设施维护维修、桥梁清扫保洁、融雪防冻、应急排水清淤、

桥梁结构设施维护维修等全口径管理；3、对日常容易出现的桥梁病害，及时进行维修维护，保证桥梁公共设施安全，保

障市民出行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沥青混凝土路面维修养护、环氧沥青维修养护、水泥混凝土路面维修养护、伸缩缝维修

养护、桥梁泄水管维修、锚头维修养护、减震器维修养护、桥梁支座维护、混凝土结构浅层缺陷修复、混凝土结构裂缝

维修、混凝土结构防护涂装、金属结构制作维修及防腐涂装、交通安全设施维修更换、管理用房维修维护、景观亮化灯

具维修、道路照明路灯维修、桥涵桥柱灯及高空障碍灯维修、桥名字灯维修、供配电系统维修维护、供配电设施预防性

试验、柴油发电机组维修维护、桥梁检修小车维修保养、电梯维修维护、中央空调系统维修维护、动态称重系统维修维

护、桥梁健康监测系统维护、供电、亮化、电力监控系统维保、桥梁及办公区监控系统维修保养、排水系统维修保养。

项目主要内容
明确当年申请预算资金的主要投向及工作任务：1、桥梁及配套设施运营年度日常维护费用，2、桥梁大型项目年度专项

工程，3、2020 年度桥梁及配套设施运营年度日常维护续建项目，4、天兴洲长江大桥公铁合建段维护费。

项目总预算 20000 项目当年预算 20000.00

项目前两年预算

及当年预算变动

情况

1、2020 年度年预算安排 17000 万元，主要用于长江二桥、二七长江大桥等 14 座跨江桥梁隧道及配套设施的日常管养工

作；2、2021 年预算项目经费 20000 万元，主要用于 2021 年桥梁及配套设施运营年度日常维护费用和桥梁大型项目年度

专项工程。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20000.00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0000.00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20000.00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3.事业收入

4.上级补助收入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6.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7.其他收入

8.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9.上年结转

其中：使用上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余结转



使用上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结余结转

项
目
支
出
预
算
及
测
算
依
据

项
目
支
出
明
细
预
算

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万元)

合计 20000.00

一、跨江桥梁管养经费 12500.00

二、跨江隧道管养经费 4500.00

三、跨江桥梁年度专项工程项目经费 3000.00

测算依

据及说

明

1、以《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武汉市城市桥梁隧道安全管理条例》、《桥梁养护管理手册》、《武汉市桥梁隧道

养护技术规程》为依据；2、企业提供的历史经验数据；3、规范及定额：《市政工程设施养护维修估算指标》HGZ-120-2011、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CJJ 99-2003、《城市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 36-2006、《湖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

量定额及基价表》(2018)、《湖北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2018)；4、2019 年 7 月武汉信息价及现阶段

通货膨胀率；5、根据桥梁养护维修性质和内容分为小型维修、中型维修：小修工程——对管辖范围内的城市桥梁进行日

常维护和小修作业；中修工程——对城市桥梁的一般性损坏进行修理，恢复城市桥梁原有的技术水平和标准的工程。①

零星小修（零星小修单次按 5000 元计取小修保养工程费）；②常规维护（维修维护、水电费、桥梁保险费、港监航道、

清扫保洁等周期性维护项目）；③阶段性实施的专项维修、预防性养护；④突发事件（突发事件造成损失，维修费超过

100 万元的除外）；6、桥梁检测包括经常检查、定期检查、特殊检测、健康监测。

项目绩效总目标 确保跨江桥梁隧道安全完好。

项目年度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检测跨江桥梁隧道数量 14 座

清扫保洁面积 124.87 万㎡

质量指标

维修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率 100% 验收报告

清扫保洁检查达标率 ≥95%
年检查达标次数/

年检查总次数

时效指标 维修工程按期完成率 ≥90%

按期完成当年工

程进度的项目数

量/全部施工项目

的数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跨江桥梁隧道设计功能维修后恢复率 100%

维修处治后跨江桥梁隧道可通行率 100%

跨江桥梁隧道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次数 0次

跨江桥梁隧道施工粉尘污染投诉下降

率
≥5%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市民满意度 ≥90%



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 2021 年度）

专项公开表 4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城管专项下区资金

所属专项 城管专项下区资金

市级主管部门 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 区级财政部门 有关区财政局

区级主管部门 有关区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城市管理执法局） 具体实施单位
有关区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城市

管理执法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7446.00

其中：财政资金 27446.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目标 1：体现政府对环卫工人的关心和爱护，提升环卫工人自我认同感，在全社会营造关心环卫工人、共同爱护 环

境卫生的良好氛围。 目

标 2：中心城区主次干道机械化作业率达到 90%以上，新城区主次干道机械化作业率达到 70%以上。

目标 3：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 90%以上。

目标 4：按要求为环卫工人购买社会保险，保障环卫工人合法权益。

目标 5：提升生活垃圾处理综合效益，全市生活垃圾做到全收集、全处理。

目标 6：坚决遏制新建违法建筑，努力实现新增违法建筑零增长，全年拆除历史存量违法建筑 120 万平方米以上。

目标 7：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城市综合管理检查考核,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补贴、慰问环卫工人人次

补贴 7个中心城区 12332 名环

卫工人五险，全市环卫工人

35600 人冬夏慰问。

生活垃圾处理量 ≥450 万吨

补助资金拨付率 100%

拆除违法建设面积 ≥120 万平方米

质量指标

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 ≥90%

城市综合管理考核成绩 90 分以上



违法建筑拆除目标任务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下达及时性 全年分项目、按时间节点考核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中心城区环卫机械化作业水平，提高作

业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改善市容环境。

中心城区主次干道机械化作业

率达到 90%以上，新城区主次干

道机械化作业率达到 70%以上

生态环境效益

指标
环卫工人满意度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市民满意度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