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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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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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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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促进线

上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武政规„2020‟12 号，以下

简称•实施方案‣），根据 2020 年度武汉总部企业认定及资

金兑现审核、集聚区创建、领军企业认定等情况，初步提出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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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和编制原则 

2021 年武汉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预算编制

紧紧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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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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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意见‣和•实施方案‣

等三个文件的落实，预计需要资金规模 8800 万元。其中，

涉及总部政策的•实施办法‣和涉及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意见‣属延续性政策，以上两项事项合计需要约 5550 万

元，较 2020 年 8800 万元预算减少了 3250 万元；涉及线上

经济政策的•实施方案‣是市委、市政府为加快培育新模式

新业态壮大新动能，于今年 7月新出台文件，相关奖补政策

属新增事项，所需资金合计 3250万元，从 8800万元中调剂

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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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启动了武汉市总

部企业认定工作，共认定武汉总部企业 31 家，奖励政策分

三年兑现完毕。2021 年将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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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考虑 2020 年度新认定武汉

总部企业的奖励需求，按市区各承担 50%的规定，初步估

算,2021年度市级财政需约 3400万元左右。 

1、落户奖励：根据•实施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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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已兑现

2 家新引进企业落户奖励的 50%，共计 2000万元，2021年需

分别兑现剩余奖励资金 1000万元，两家企业合计 2000万元，

市级财政需承担 1000万元。 

2.经营贡献奖励：根据•实施办法‣规定，结合 2020

年政策兑现情况，初步按认定企业数量 30家，结合 2020年



度政策兑现情况，平均每家企业经营贡献奖励按 100 万元计

算，2021年此项奖励约需 3000万元，市级财政需承担 1500

万元。 

3.人才奖励：根据•实施办法‣规定，初步按认定企业

数量 30家，结合 2020年度政策兑现情况，平均每家企业人

才奖励按 50 万元计算，2021 年此项奖励约需 1500万元，市

级财政需承担 750 万元。 

4.办公用房补贴：根据•实施办法‣规定，新设立企业

且在我市无自有办公用房的，需给予办公用房补贴。结合

2020 年度政策兑现情况，2021 年此项奖励约需 300 万元，

市级财政需承担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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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估算，2021 年度市级财政需约 

21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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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将对已认定的

市级服务业集聚区进行评估，并分行业对集聚区进行排名，

排名靠前的集聚区将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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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首次纳入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的企业

数将达 100家左右，按照•政策意见‣规定，每家企业将给

予 5 万元的资金奖励，共计 500万元左右；根据往年经验，

结合今年实际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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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企业数初步

预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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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150 万元。两项奖励合计需 650 万

元。 

3、发展壮大市场主体。按照•政策意见‣规定，将连

续 3 年开展市级服务业领军企业认定，初步预计 2021 年将

认定领军企业 20家左右，每家需奖励 30万元，合计需奖励

资金 600 万元；同时，经比对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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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共有 1家企

业首次进入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即恒信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按照•政策意见‣规定，需兑现奖励资金 100万元。

以上两项奖励合计资金 7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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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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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经市领导同意，按照递减 10%的要求，2020年将投入

370 万元左右。 

（三）线上经济政策兑现 

根据•实施方案‣规定，我市主要从鼓励企业线上转型、

培育线上经济领军企业、打造线上经济特色平台等方面推动

线上经济发展，明确了资金奖补政策，初步估算，2021 年度

市级财政需约 3250 万元。 

1.鼓励企业线上转型方面：根据•实施方案‣规定，全

市将建立市级线上经济重点企业（平台）名录库，为确保名

录库样本的代表性，我市将建立 120 家企业左右的名录库。

按照平均每家企业宽带费、云服务费、新增员工培训等 3 项

补贴合计 45万元标准测算，2021年共需补贴资金 5400万元，

按照市区各承担 50%的规定，市级财政需承担 2700万元左右。 

2. 培育线上经济领军企业方面：根据•实施方案‣规

定，按照每年认定 10 家领军企业测算，每家企业奖励 30万

元,2021年需奖励资金 300万元。 

3. 打造线上经济特色平台方面：根据•实施方案‣规

定，按照每年认定 5 个左右特色平台测算，对每个平台运营

企业奖励 50 万元，2021 年需奖励资金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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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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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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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实施•实施方案‣，推动建立全市线上经济统计体

系，培育一批线上经济龙头企业，打造一批线上经济特色产

业平台，力争 2021 年市级线上经济重点企业名录库内企业

营业收入增幅达 15%左右，助力全市服务业转型升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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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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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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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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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00    支出总计 8800.0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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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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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0 3400 3400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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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 2150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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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

经济

政策

兑现 

5950 3250 3250 2700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

促进线上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的

通知》（武政规〔2020〕12 号） 

根据文件规定，全市将建立线上经

济重点企业（平台）名录库，将对

库内企业给予宽带费、云服务费等

补贴，并对线上经济领军企业和特

色平台进行奖励，具体测算见预算

编制说明。 

市发展改

革委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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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促进线上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武政

规„20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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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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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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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主要用于对市级线上经济重点企业名录库中的企业实施宽带费、云服务费

补贴，对市级线上经济领军企业和特色平台实施奖励。 

项目总预算 8800 项目当年预算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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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万；2020年预算安排 12570 万，
后压减为 8800万元。 
 2.当年预算变动情况及理由：2020年市政府出台了武政规„2020‟12 号文，
2021 年为政策执行第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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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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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 

1.总部企业政策兑现 3400 

2.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兑现 2150 

3.线上经济政策兑现 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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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武政规„2020‟12 号的规定，全市将建立线上经济重点企业（平台）
名录库，将对库内企业给予宽带费、云服务费等补贴，并对线上经济领军企
业和特色平台进行奖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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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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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企业政策
兑现 

30家左右 

2021年目标 规上服务业企
业政策兑现 100 户左右 

线上经济政策
兑现 120家左右 

时效指标 资金兑现时限 11 月中旬前兑
现资金 2021年目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其他营利性服
务业营业收入

增幅 
10%左右 

2021年目标 

线上经济名录
库内企业营业
收入增幅 

15%左右 

新引进总部型
企业 2家以上 

服务业增加值
增幅 

≥全市 GDP增
幅 

服务业对全市
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 
≥55% 

2021年目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业吸纳就
业占全社会就
业人口的比重 

≥55%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
度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