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武汉市粮食专项资金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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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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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支出 13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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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9.00 支出总计 13009.00



2020 年武汉市粮食专项资金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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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9 13009 13009

1

武汉
市粮
食专
项资
金

市
发
改
委

市 级
储 备
利 费
补 贴
及 价
差 预
测

9750 9750 9750

《武汉市市级储备粮油管理办
法》（武政规[2018]5 号）

1、武汉市地方储备粮油计划规模
文件。
2、补贴标准的依据：《武汉市市
级储备成品粮油管理实施细则（暂
行）》《武汉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实
施细则》（武发改粮储[2019]19
号）

市发展改
革委

储备

粮油

库建

设专

项资

金

920 920 920

《关于规范武汉市储备粮油库

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通

知》（武财商[2011]300 号）

储备粮油库建设专项资金主要

用于市、区国有储备粮库仓储

设施维修改造和功能升级。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向我委申报仓

储维修改造项目，我委与市财政局

实地考察后，共同行文确定储备粮

（油）库建设专项资金补贴的项目

市发展改

革委

其他

粮油

供应

经费

支出

160 160 160

根据市领导的批示，其他粮油

供应经费支出。

其他经费支出，是由市领导同意的

其他粮油供应工作经费支出。
市发展改

革委



粮食

产业

发展

资金

500 500 500

《市粮食局市财政局关于武汉

市粮食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有关

事项的通知》（武粮联[2011]39

号）

粮食产业发展资金主要采用以奖

代补的形式，往年由粮油企业申

报，市财政与我委共同行文确定该

专项资金的补贴项目。

市发展改

革委

粮食

应急

加工

补贴

48 48 48

《武汉市粮食应急预案》（武

政办【2015】94 号）

《关于我市地方储备粮有关问题

的签报》武发改[2015]70 号 市发展改

革委

市质

检站

设备

购置

230 230 230

国家发改委令 42 号《粮食质量

安全监督办法》

我委二级单位市粮油食品中心检

验站为了提升粮油食品检测能力，

保证全市粮油食品安全，申请购置

检测设备一套。

市发展改

革委

粮食

政策

性财

务挂

账利

息

1401 1401 1401

《湖北省财政厅 湖北省审计

厅 湖北省粮食局 农发行关于

做好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政策性

粮食财务挂账从企业剥离工作

的通知》（鄂财商发[2005]70

号）

根据省农发行营业部提供的贷款

占用情况测算

市财政局



附件5：

2020年市直部门项目申报表 (含绩效目标)
资金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武汉市粮食专项资金 项目代码

项目主管部门 一级预算部门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发改委

项目负责人 方中华 联系电话 82818256

项目类型  1.部门项目 □          2.公共项目 √

项目申请理由

1.项目的政策依据
（1）粮食。2004年，《关于全省地方粮食储备计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鄂政发〔2004〕23
号），下达武汉市储备粮计划2.5亿公斤。2015年，《省粮食局、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农
发行关于落实新增地方储备粮食储备规模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鄂粮发〔2015〕34号），新增
武汉市储备粮计划0.25亿公斤。至此，武汉市地方储备粮计划2.75亿公斤（其中，市级储备粮
2.46亿公斤，区级储备粮0.29亿公斤）。
(2）食用油。2008年，《省粮食局、省财政厅、省农发行关于2008年新增省级储备油有关问题
的通知》（鄂粮食文[2008]129号）下达我市地方储备食用油 1.2万吨的任务。
（3）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 农发行省发行营业部《关于下达2019年度武汉市地方储备粮油储存
计划的通知》（武发改粮储[2019]165号）
 2.项目与部门职能的相关性 ：根据“三定方案”的有关规定，我委粮食储备管理处和粮食行
业管理处主要职责是拟定全市地方储备粮油规模 、总体布局；负责地方储备粮油管理工作；负
责全市粮食应急工作；负责全市粮食仓储和流通设施建设规划和管理工作 ；制定全市粮食流通
、粮食库存监督检查制度并组织实施 ；负责对粮食收购、储存环节的粮食质量安全和原粮卫生
进行监督管理；指导和推进粮食行业科技创新 、技术改造和新技术推广；落实粮食财务挂账管
理、消化处理工作等。
 3.项目实施的现实意义。保证市级储备粮油承储安全，质量安全；合理布局规划国有粮库建
设资金，改善国有粮库仓储条件；保障全市粮食应急供应；保障市军粮供应；促进我市粮食行
业产业发展。

项目主要内容

 1. 武汉市市级储备粮油利息费用轮换等补贴 9750万元；
 2. 武汉市粮食行业其他资金1858万元，其中：武汉市国有粮（油）库建设专项资金920万元
、粮食产业发展资金500万元、粮食应急加工补贴48万元、其他粮油供应工作经费160万元、市
质检站购置仪器230万元；
 3.武汉市市直粮食政策性挂账利息 1401万元。

项目总预算 项目当年预算 （注：包括上年结转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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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0万元
 2.当年预算变动情况（变动资金数量）及理由：新增5359万元从粮食风险基金中

统筹解决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13009

1.财政拨款收入 13009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13009

2.事业收入

3.上级补助收入

4.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5.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6.其他收入

7.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8.上年结转

  其中：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余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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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9

1.市级储备粮利息、保管费、轮换费、管理费、质检
费、价差预测等

9750

2.国有粮（油）库建设专项资金 920

3.其他粮油供应工作经费 160

4.粮食产业发展资金 500

5.粮食应急加工补贴 48

6.市质检站购置仪器 230

7.粮食政策性财务挂账利息 1401

8.

9.

测算依据
及说明

1.武汉市市级储备粮油利费等补贴
武汉市地方储备粮油计划规模文件 ：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 农发行省发行营业部《关于下达
2019年度武汉市地方储备粮油储存计划的通知 》（武发改粮储[2019]165号）
补贴标准的依据：《武汉市市级储备粮油管理办法 》（武政规[2018]5号）《市发改委 市财
政局 市商务局关于印发武汉市市级储备成品粮油管理实施细则 （暂行）的通知》《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 农发行省分行营业部关于印发武汉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武发改粮
储[2019]19号）
2.《关于规范武汉市储备粮油库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 》（武财商[2011]300号）
3.市领导批示的其他粮油供应工作经费
4.《市粮食局市财政局关于武汉市粮食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 》（武粮联[2011]39
号）
5.《关于我市地方地方储备粮有关问题的签报 》（武发改[2015]70号）
6.国家发改委令42号《粮食质量安全监督办法》要求申请购置项目资金
7.挂账利息测算依据，根据省、市农发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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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测算资金额度

按照相关规定
测算年度补贴
总额，预算执
行率≧95%

根据一个办法、两
个细则的具体补贴

内容测算

应急供应企业数 12家

武汉市地方储备粮数量规模 2.75亿公斤
2020年粮油储备计

划文件

武汉市地方储备油数量规模 12000吨
2020年粮油储备计

划文件

粮油库建设专项资金补贴工程
项

≧3个
2020年申报批复文

件

质量指标

储备粮当年轮换验收合格率 100%
《湖北省粮食质
量安全监管实施

细则》

粮食检验设备购置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储备粮利息费用补贴及时
率

100%

储备粮油库建设工作计划完成
及时性

100%
各单位按工作计

划节点

成本指标

应急供应企业补贴标准 4万元/户

预算支出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地方储备粮宜存率 ≧95%
《湖北省地方储备

粮仓储管理办法》

粮食应急保障率 100%

环境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考核
评分

≧80分
2020年粮食安全
行政首长责任制
考核评分标准

说明：项目支出明细栏目不应按经济分类填写，按照开展的具体子项目或单独工作任务分类填写



2020 年武汉市粮食专项资金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武财预[2019]654 号文中有关市级财政预算编制指

导思想，以及《武汉市市级储备粮油管理办法》（武政规

[2018]5 号）和《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 农发行省发行营业部

关于下达 2019 年度武汉市地方储备粮油储存计划的通知》

内容，提出 2020 年武汉市粮食专项资金支出预算，现将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为了加强市级储备粮油管理，保证市级储备粮油数量真

实、质量良好和储存安全，有效发挥市级储备粮油在政府宏

观调控中的作用，维护我市储备粮油库设施，加强粮食应急

供应，完善粮油质检体系，促进粮食产业发展，处理好粮食

政策性挂账，结合本市粮食工作的实际情况，编制预算支出。

二、支出预算

2020 年武汉市粮食专项资金预算支出 13009 万元，包括

三个方面，分别是市级储备粮油补贴支出、粮食行业其他资

金支出、粮食政策性挂账利息支出。

（一）市级储备粮油补贴支出

2020 年市级储备粮油补贴总计 9750 万元。

1.市级储备粮油日常补贴费用 8750 万元。根据《武汉

市市级储备成品粮油管理实施细则（暂行）》《武汉市市级储

备粮管理实施细则》（武发改粮储[2019]19 号）中列出的市

级储备粮油有关保管费、轮换费、利息费、管理费、质检费



的标准，以及武汉市市级储备粮油 2019 年计划规模，计算

出市级储备粮油日常管理（不含价差补贴）所需的各项费用

补贴 8750 万元。

2.市直价差补贴预测 1000 万元。《武汉市市级储备粮油

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因政策性原因造成市级储备原粮

轮换出现的亏损，由市财政部门会同市发展改革部门核实后

弥补。市直企业承担计划 6018 万公斤，截止 2019 年编制预

算报告时，尚未核实政策性亏损，1000 万元为预测数，多退

少补。

（二）粮食行业其他资金支出

2020 年武汉市粮食行业其他资金总计 1858 万元。

1.粮（油）库建设专项资金 920 万元。编制依据《关于

规范武汉市储备粮油库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武

财商[2011]300 号）

2.粮食应急加工补贴 48 万元。编制依据《关于我市地

方地方储备粮有关问题的签报》（武发改[2015]70 号）。

3.其他粮油供应工作经费 160 万元。市领导批示的其他

粮油供应工作经费。

4.粮食产业发展资金 500 万元。编制依据《市粮食局市

财政局关于武汉市粮食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

（武粮联[2011]39 号）

5.市质检站购置仪器 230 万元。编制依据国家发改委令

42 号《粮食质量安全监督办法》的要求申请购置仪器设备的

项目资金。



（三）市直粮食政策性挂账利息支出

2020 年武汉市市直粮食政策性挂账利息所需资金 1401

万元。

三、绩效目标

数量指标：按照《武汉市市级储备粮油管理办法》、《武

汉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实施细则》以及《武汉市市级储备成品

粮油管理实施细则》科学测算资金额，年度补贴预算执行率

≧95%；确定应急应急供应企业，12 家；武汉市地方储备粮

完成数量规模 27500 万公斤；武汉市地方储备油规模 12000

吨；粮油库建设专项资金补贴项目个数≧3 个。

质量指标：根据《湖北省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实施细则》，

储备粮当年轮换验收合格率 100%；粮食检验设备购置质量合

格率 100%。

时效指标：拨付地方储备粮油利费补贴及时率 100%；储

备粮油库建设工作计划完成及时性 100%（按各单位项目工作

计划节点）。

成本指标：应该供应企业补贴标准 4 万元/户；预算支

出控制率≦100%。

社会效益指标：根据《湖北省地方储备粮仓储管理办法》，

确保市级储备粮储存安全，地方储备粮宜存率≧95%；粮食

应急保障率 10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

任制考核评分≧80 分。



武汉市发改委

2019 年 11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