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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武汉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表 
预算 01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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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2570.00   二、外交支出     

    1.经费拨款     三、国防支出     

    2.纳入金库管理的非税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     五、教育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商业服务业支出 12570.00   

二、上年结转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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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总计 12570.00    支出总计 12570.00    

 



2020年武汉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表 
预算 02 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项目内容 

本年预算 编制依据 

编制责任 

部门 合计 

市直支出 

下区支

出 
政策依据 测算依据 

小计 
其中： 

部门预算支出 

  合计       12570 12570         

1 
武汉市现代
服务业发展
专项资金 

市发改委 

总部企业政策兑
现 

17000 8500 8500 8500 

《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武
汉市关于支持
总部企业发展
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
通知》（武政
规〔2018〕38
号） 

2019年全市共有31家企业初
步满足武政规〔2018〕38 号
认定条件，根据文件规定，
将兑现落户奖励、经营贡献
奖励、办公用房补贴、人才
奖励等，具体测算见预算编
制说明。 

市发展改
革委 

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政策兑现 
4070 4070 4070 0 

《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促进

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政

策意见》（武

政规〔2019〕1

号） 

根据文件规定，将对考核优

秀的市级服务业集聚区、首

次入选中国服务业 500 强及

省服务业 100 强企业、新增

入库企业等实施奖励，并对

武汉时装周进行资金保障，

具体测算见预算编制说明。 

市发展改

革委 



 

 

2020 年武汉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资金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武汉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 项目代码   

项目主管部门 市发改委 项目执行单位 市发改委服务业处 

项目负责人 李琼 联系电话 82796007 

项目类型  1.部门项目 √          2.公共项目 □ 

项目申请理由 

1、•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支持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武政规„2018‟38号）； 

2、•武汉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武汉市支持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试行）

实施细则的通知‣（武发改规„2019‟1号）。 

3、•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武政规

„2019‟1号）； 

4、•市服务业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武汉市服务业领军企业认定工作方案的

通知‣（武服务„2019‟2号）； 

5、•市服务业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武汉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创建实施方案

的通知‣（武服务„201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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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对经认定的总部企业实施奖励，奖励主要包括落户奖励、投资奖

励、经营贡献奖励、企业壮大奖励、总部企业办公用房补贴、人才奖励等。 

2、对 2019年度新进入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统计库的服务业企业实施奖励、

对经认定的服务业领军企业给予奖励，对 2019 年度考核优秀的服务业集聚区

及新获批的国家、省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给予奖励，对首次进入中国服务业

500 强、湖北省服务业 100 强的企业给予奖励，及保障武汉时装周等。 

项目总预算 12570 项目当年预算 12570 

项目前两年预算

及当年预算变动

情况 

 1.前两年预算安排情况：2019年安排 8500万 
 2.当年预算变动情况及理由：2019年为政策执行第一年，仅需兑现总部政
策的新设立企业落户奖励，资金需求小，2020 年开始需全面兑现两个政策的
相关条款，资金需求相应增加。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2570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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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总部企业政策兑现 8500 

2.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兑现 4070 

测算依

据及说

明 

1、根据武政规„2018‟38 号的规定，将兑现落户奖励、经营贡献奖励、办
公用房补贴、人才奖励等，具体测算见预算编制说明。 
2、根据武政规„2019‟1 号的规定，将对考核优秀的市级服务业集聚区、经
认定的领军企业、首次入选中国服务业 500强及省服务业 100强企业、新增
入库企业等实施奖励，并对武汉时装周进行资金保障，具体测算见预算编制
说明。 

项目绩效总目标 
为全市招商引资营造良好环境，增强武汉对总部企业的吸引力，大力推动总

部经济发展，助力全市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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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引进总部型
企业 2家左右 

2020 年目标 
新增入库规上
服务业企业 150户左右 

时效指标 资金兑现时限 10 月底前兑现
资金 2020 年目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市服务业百强
企业中营收过
百亿的企业 

≥20家 

2020 年目标 
其他营利性服
务业营业收入

增幅 
20%左右 

入选中国服务
业 500强企业 18家以上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业增加值
增幅 8%-8.5% 

2020 年目标 
服务业对全市
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 
≥55% 

服务业吸纳就
业占全社会就
业人口的比重 

≥50%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
度 ≥90% 2020 年目标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武汉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 2020－2022 年支出规划表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 

单

位

代

码 

单位名称 
支出类别/ 

项目名称 

支出功能科目 
2019年 

预算数 

2020年 2021 年 2022年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预算数 
比上年增

减额 
支出计划 

比上年增

减额 
支出计划 

比上年增

减额 

    项目支出合计   

 武汉市

现代服务

业发展专

项资金 

8500 12570 4070 12500 -70 12450 -50 

  服务业处 (一)部门项目                   

        项目 1   
总部企业

政策兑现 
5000 8500 3500 8500 0 8500 0 

    项目 2   

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

政策兑现 

3500 4070 570 4000 -70 3950 -50 

    (二)公共项目                   

        项目 1                   

        项目 2                   

 



2020 年武汉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 

预算编制说明 

 

按照武财预[2019]654 号文中有关市级财政预算编制指

导思想，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关于支持总部

企业发展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武政规„2018‟38

号，下简称•实施办法‣）及•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促进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武政规„2019‟1 号，下

简称•政策意见‣），根据 2019 年度武汉总部企业认定、集

聚区创建、领军企业认定等情况，初步提出 2020 年武汉市

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预算，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

下： 

一、编制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2020 年武汉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预算编制

紧紧围绕“稳增长、调结构、高质量”的发展主线，积极落

实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按照“依法依规、

责权明晰、统筹整合、保障重点、讲求绩效”的原则，从量

入为出、积极平衡的角度出发，从解决服务业发展中的共性

问题出发，希望通过政府引导，不断加大引导服务业企业依

法入库纳统、鼓励企业持续做大做强、大力引进培育总部企

业、推动服务业集聚区加快发展壮大，全力促进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助力全市产业迈向中高端。 

二、支出预算 

2020 年武汉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主要是保

障市政府出台的•实施办法‣和•政策意见‣两个文件的落



实，预计需要资金规模 12570万元，具体支出预算如下： 

（一）总部企业政策兑现 

根据•实施办法‣，我委于 2019 年 4 月启动了 2019 年

度武汉市总部企业认定工作。前期，通过各区推荐，共有 36

家企业申请认定武汉总部企业。经过统计、税务核查数据及

第三方审核，目前共有 31 家企业基本满足认定条件，其中

有 2 家企业为 2017 年以后在我市新设立企业。2020 年将对

经认定的企业兑现落户奖励、投资奖励、企业经营贡献奖励、

企业壮大奖励、企业办公用房补贴、人才奖励等，合计需约

17000万元，同时考虑 2020年度武汉总部企业认定中可能出

现的新设立企业的奖励需求，按市区各承担 50%的规定，市

级财政初步需 8500 万元左右。 

1、新设立企业奖励：一是新设立企业落户奖励。根据

文件规定，新设立企业按其实缴注册资本，每家企业需兑现

落户奖励。从申请企业的申报资料看，每家企业需奖励 2000

万元落户奖，分两年兑现，2020 年分别兑现 1000 万元，两

家企业合计 2000 万元；二是新设立企业办公用法补贴：根

据文件规定，新设立企业办公用房补贴每家企业需兑现 800

万元，两家企业合计 1600 万元。三是企业经营奖励和人才

奖励：企业经营贡献奖励是按照 2019 年企业地方财政贡献

较 2018 年增量部分的 50%给予支持，最高 500 万元，由于

2019年相关数据需到 2020 年 4、5 月份才能确定，因此企业

经营贡献奖励初步按照平均水平（250万元）；同时企业在获

得经营奖励的年度还可获得人才奖励，最高为 200 万元。因

此，按照 2家企业每家企业需兑现企业经营贡献奖励和人才

奖励 450 万元估算，共需合计 900 万元。 



2、现有企业奖励：根据文件规定，29 家现有企业均需

兑现经营贡献奖和人才奖励，同新设立企业的企业经营奖励

和人才奖励的估算标准，29家企业需兑现企业经营贡献奖励

和人才奖励合计 13050万元。 

（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兑现 

根据•政策意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兑现支出主

要从培育集聚区、企业、人才等产业发展的必要载体出发，

从推动服务业集聚发展、鼓励服务业小微企业成长、发展壮

大市场主体、加强服务业领军人才培养等 4个方面，明确了

的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同时根据市深改办的要求，探索建立

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对各区进行评估奖励，初步估算

2020年武汉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合计需约 4070万元。 

1、推动服务业集聚发展。为引导服务业集聚区加快发

展，我委研究制定并报请市政府同意，印发了•市服务业工

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武汉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创建实施方

案的通知‣（武服务„2019‟3号），2019年市服务业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各行业主管部门在物流业、软件信息、

金融、文化创意设计、大型专业市场、检验检测等 6 大领域

开展了市服务业集聚区认定工作，目前共有 31 家服务业集

聚区入围，下一步将按照行业领域分别进行评估排名，对行

业排名靠前的集聚区给予 50 万元的奖励资金，预计将对 8

个左右的集聚区兑现奖励，合计 400 万元。 

2、鼓励服务业小微企业成长。经与市统计部门沟通，

初步预计 2019 年首次纳入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的企业

数将达 500家左右，为压缩财政支出，结合•政策意见‣规

定，除开 150 家左右新入库事业单位外，每家企业将给予 5



万元的资金奖励，共计 1700 万元左右；根据往年经验，全

市规上服务业企业年度应收排名前 200、且年应收和纳税同

比增幅均达到 20%以上的企业数为 30 家左右，按照•政策意

见‣规定，每家企业将给予 10 万元的资金奖励。两项奖励

合计需 2000 万元。 

3、发展壮大市场主体。经比对 2019 年度和 2018 年度

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湖北省服务业 100强企业名单发现，

2019年共有 2 家企业首次进入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按照

•政策意见‣规定，每家企业给予 100万元的资金奖励；14

家企业首次进入湖北省服务业（其中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同时首次入围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按照•政策意

见‣规定，每家企业给予 80 万元的资金奖励，合计奖励资

金需 1240万元。 

4、领军人才培训。根据•政策意见‣规定，实施服务

业领军人才培育工程，定期组织领军人才进行培训、研讨和

交流。2019 年我委组织的武汉市服务业领军人才培训班于 9

月 1 日-7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培训经费 29 万元左右，

该培训班被纳入了市委组织部•2019 年干部教育培训计划‣

（武组教„2019‟1 号）中“市委组织部委托市直部门举办

专题培训班计划”。根据 2019年经验，初步估计 2020年培

训经费为 30 万元左右。 

6、2020 武汉时装周。根据市领导在•市发改委关于推

进武汉时装周市场化有关工作的请示‣上的批示（文电字

„2019‟第 1306 号），武汉时装周的市级财政投入将以 5

年为一个周期，力争财政资金在现有基础上每年减少 10%。

2019年经市领导同意，武汉时装周市级财政资金投入为 450



万元，按照递减 10%的要求，2020 年将投入 400万元。 

三、绩效目标 

通过实施•实施办法‣，吸引一批知名龙头企业（或区

域总部、第二总部）落户武汉，鼓励本土企业加大在汉发展

壮大成总部企业，引导企业多投资、多缴税，为全市产业转

型升级、提升城市辐射能级提供支撑，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通过政策兑现，进一步增强我市对总部企业的吸引力

度，力争 2020年新引进总部型企业 2 家以上。 

通过实施•政策意见‣，不断加强服务业统计基础，推

动服务业集聚区加快建设壮大，强化服务业领军企业的示范

引领作用，拓展服务业领军人才的视野，不断优化全市服务

业发展环境，为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全市

服务业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力争 2020 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

增速略高于全市 GDP 增速，服务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不

断提升。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与各区、各部门的沟通合作，不断加大政策

宣传力度，强化政策宣传和解读，着力扩大政策的影响力，

提升政策的引导作用。 

（二）实行第三方审查制度，委托第三方审查资料并提

出审查意见，确保政策执行公平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