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编制基本思路和原则 

2021 年市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理念，按照建设生态化大武汉要求和市委、市政府确定

的重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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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我市生态化大武汉建设，促进生态

环境改善。 

二、收支预算 

(一)收入预算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收入和 2020 年专项资金压减后

规模保持一致，预算安排 2870万元。 

(二)支出预算 

根据《武汉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办

法》、《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武发改规

[2018]2号）规定的范围及标准，对符合支持方向及申报条

件的，并在武汉市纳税的企业（单位），以事后补助的方式

予以支持。塑料污染治理试点示范项目支持标准参照《武汉

市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执行。 

1、循环经济重点工程预算安排 2270 万元。 

1.1.循环经济重点工程新改扩建项目 



项目数量：3-5个 

支持标准：循环经济重点工程新改扩建项目，按照总投

资 5%给予支持，单个项目支持资金不低于 20 万元，不超过

200 万元。预算安排 300 万元。 

1.2.工业副产石膏综合利用项目 

项目数量：：10-20 个 

支持标准：根据工业副产石膏年核定利用量，按 10 元/

吨给予支持。预算安排 750万元。 

1.3.支持城市矿产交易发展 

项目数量：10-20 个 

支持标准：城市矿产交易平台线上交易项目，按照线上

交易核定总额的 1%给予支持。预算安排 800万元。 

1.4.塑料污染治理试点示范项目 

项目数量：8-10个 

支持标准：参照《武汉市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

理办法》。预算安排 420 万元。其中，绿色包装研发生产等

产业化项目参照循环经济重点工程新改扩建项目的支持标

准执行，支持项目 1-2个，上限 100 万元；绿色物流和配送

体系建设、专业化智能回收设施投放运营项目，参照试点示

范认定标准执行，分批试点，支持项目 1-2 个，首批上限 200

万元；农膜回收试点，参照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支持标准

执行，单个点位支持资金 20 万元/个，以 6个新城区计，首

批上限 120万元。 



2、重点领域节能工程预算安排 400 万元。 

节能技改（含合同能源管理）等项目 400 万元 

项目数量：5-10个 

支持标准：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根据项目改造后核定的

年节能量，按 300 元/吨标准煤给予支持，单个项目最高不

超过 200 万元。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按年节能量计算的，给

予 600元/吨标准煤的支持；按年节能率计算的，给予不超

过项目投资额 30%的支持。 

3、清洁生产企业认定 100 万元。 

企业数量： 8-15 个 

支持标准：获得“清洁生产企业”称号的企业，按 10

万元/家给予支持。 

三、政府采购预算 

政府采购预算安排 100万元， 主要为循环经济基础能

力建设 100万元。 

为继续促进我市循环经济发展，做好我市经济领域重大

政策研究、完成《武汉市循环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终

期评估、编制《武汉市循环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城

市矿产交易所线上交易企业交易金额核定、工业副产石膏利

用量核定，以及委托承担我市生态补偿技术服务等相关工

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集中解决上述工作需求，预算安

排资金 100万元。 

四、绩效目标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 

通过支持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

提高企业循环利用水平，支持企业数量总计≥30个；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集中解决循环经济领域重大政策研

究、完成《武汉市循环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终期评估、

编制《武汉市循环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等工作需求，

任务完成率≥80%。 

2、质量指标 

委托第三方审查的项目，专家评审通过率≥80%。 

3、时效指标 

下达资金安排后及时拨付到相关区及有关单位。 

（二）效益指标 

1、经济效益指标 

通过支持一批重点工程项目，撬动社会投资≥8亿元。 

2、环境效益指标 

完成省下达的节能目标。通过支持重点领域节能工程

等，引导用能单位挖掘节能潜力，实施技术改造或通过合同

能源管理模式，降低能耗，完成省下达的节能目标。 

通过支持一批工业副产石膏综合利用项目，提升我市工

业副产石膏资源利用率≥95%。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做好政策解读、咨询等服务工作，使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五、保障措施 

1、压实责任，强化区级发改部门工作纪律和责任，严

格把好项目初审关；强化对区级发改部门业务指导，加强项

目审核和管理。  

2、加强项目资金安排公示，在网站和公共媒体上公开

项目和资金支持信息，加强社会监督；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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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市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收支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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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0.00  0.00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870.00 0.00 二、外交支出     

    1.经费拨款 2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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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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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0.00   支出总计 2870.00   



2021 年市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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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0 2870 2870         

1 循环经济重点工程 

  

循环经济重点工程新改

扩建项目 
300 300 300   

1.根据《武汉市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循环经济促进

法》办法》和《循

环经济发展专项资

金项目管理办法》

（武发改规

[2018]2 号）规定的

范围内容支持。 

2.《湖北省进一步

加强塑料污染治理

的实施方案》（鄂

发改环资

[2020]329号）“加

大对绿色包装研发

生产、绿色物流和

配送体系建设、专

业化智能回收设施

投放运营等重点项

目的支持力度” 

新改扩建项目，按照总投资(以核定为准，下同）5%给予支持，

单个项目支持资金不低于 20 万元，不超过 200 万元。  

市

发

展

改

革

委 

工业副产石膏综合利用

项目 
750 750 750   

工业副产石膏综合利用项目，根据工业副产石膏年核定利用量，

按 10元/吨给予支持。 

支持城市矿产交易发展 800 800 800   

市矿产交易平台线上交易项目，按照线上交易核定总额的 1%给

予支持。其中，0.5%给予买方企业、0.3%给予卖方企业、 0.2%

给予城市矿产交易平台。 

塑料污染治理试点示范

项目(含绿色包装研发

生产项目、绿色物流和

配送体系建设和专业化

智能回收设施投放运营

项目、农膜回收试点项

目三类) 

420 420 420   

参照《武汉市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绿色包

装研发生产等产业化项目参照循环经济重点工程新改扩建项目

的支持标准执行，支持项目 1-2个，上限 100 万元；绿色物流

和配送体系建设、专业化智能回收设施投放运营项目，参照试

点示范认定标准执行，分批试点，支持项目 1-2 个，首批上限

200万元；农膜回收试点，参照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支持标

准执行，单个点位支持资金 20 万元/个，以 6个新城区计，首

批上限 120 万元。 

2 节能重点工程 
节能技改（含合同能源

管理）等项目 
400 400 400   

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根据项目改造后核定的年节能量，按 300

元/吨标准煤给予支持，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按照《武汉市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支持办法》执行。 

3 清洁生产企业认定 清洁生产企业认定 100 100 100   按 10万元/家给予支持。 

4 循环经济基础能力建设 循环经济基础能力建设 100 100 100   采用政府采购方式，以中标价为准。 



2021 年市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资金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市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

金 
项目代码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项目执行单位 

各区（开发区）发改

局、各有关企业 

项目负责人 熊战勋 联系电话 82796096 

项目类型  1.部门项目 □          2.公共项目 √ 

项目申请理由 

1.《武汉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办法》； 

2.《循环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 

3.《武汉市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 

4.《市级财政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改革方案》； 

5.《湖北省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方案》。 

项目主要内容 

1.循环经济重点工程； 

2.节能重点工程； 

3.清洁生产企业认定； 

4.循环经济基础能力建设。 

项目总预算 2870 项目当年预算 2870 

项目前两年预算

及当年预算变动

情况 

 1.前两年预算安排为 6000万元/年。 

 2.当年预算按 2020年压减后规模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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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0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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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2870 

1.循环经济重点工程 2270 

1.1.循环经济重点工程新改扩建项目 300 

1.2.工业副产石膏综合利用项目 750 

1.3.支持城市矿产交易发展 800 

1.4.塑料污染治理试点示范项目 420 

1.4.1.绿色包装研发生产等产业化项目 100 

1.4.2.绿色物流和配送体系建设、专业智能化回收废物

投放运营项目 
200 

1.4.3.农膜回收试点 120 

2.节能重点工程 400 

3.清洁生产企业认定 100 

4.循环经济基础能力建设（政府采购方式） 100 

测算依

据 

及说明 

1.《武汉市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武发改规[2018]2号） 

第五条 支持标准： 

（一）循环经济重点工程 

新改扩建项目，按照总投资(以核定为准，下同）5%给予支持，单个项目

支持资金不低于 20万元，不超过 200万元。 

工业副产石膏综合利用项目，根据工业副产石膏年核定利用量，按 10元/

吨给予支持。 

城市矿产交易平台线上交易项目，按照线上交易核定总额的 1%给予支持。

其中，0.5%给予买方企业、0.3%给予卖方企业、 0.2%给予城市矿产交易

平台。 

（二）节能重点工程 

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根据项目改造后核定的年节能量，按 300元/吨标准

煤给予支持，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按照《武

汉市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支持办法》执行。 

（三）基础能力建设 

编制十四五专项规划及智库建设按政府采购相关要求安排资金。 

（四）试点示范认定 

对获得“清洁生产企业”称号的企业，按 10万元/家给予支持。 

2.《湖北省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方案》（鄂发改环资[2020]329

号）“（八）完善支持政策。加大对绿色包装研发生产、绿色物流和配送

体系建设、专业化智能回收设施投放运营等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支持标准：参照《武汉市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绿色包

装研发生产等产业化项目参照循环经济重点工程新改扩建项目的支持标



准执行，支持项目 1-2个，上限 100万元；绿色物流和配送体系建设、专

业化智能回收设施投放运营项目，参照试点示范认定标准执行，分批试点，

支持项目 1-2个，首批上限 200万元；农膜回收试点，参照能耗在线监测

系统建设支持标准执行，单个点位支持资金 20万元/个，以 6个新城区计，

首批上限 120万元。 

项目绩效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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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企业数量

总计 
≥30个   

政府购买服务

工作需求完成

率 

≥80%   

质量指标 
专家评审通过

率 
≥8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率 ≥80%   

经济效益指标 
撬动社会投资

（亿元） 
≥8 

  

  

环境效益指标 

省节能目标 完成   

工业副产石膏

资源利用率 
≥95%   

社会公众或服

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