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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湖风景区2020年预算执行和 2021年

预算编制情况的报告

一、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东湖风景区财税部门在工委、管委会的坚强领

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组织收

入，争取上级转移支付，同时落实各项复工复产优惠政策。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强力推进疫后经济复

苏。及时足额保障了疫情防控所需资金。切实兜牢民生底线，

确保“三保”和“六保六稳”不出问题。全年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总体良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整体情况

2020 年东湖风景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 248763 万

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7619 万元，市级补助收

入 83858 万元，上年结余 6000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61286 万元。

（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97619 万元，同比下降

29.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完成 911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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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下降 28.3%；非税收入完成 6509 万元，下降 47.2%。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整体情况

2020 年东湖风景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248763 万

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0749 万元，地方政府

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20212 万元，上解省、市支出 16515 万元，

结转下年支出 5420 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5867 万

元。

（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20 年东湖风景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0749 万元，同

比增长 13%，具体支出情况如下：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1174 万元，同比增长 0.4%，与上

年基本持平。

○2 公共安全支出 13039 万元，同比下降 0.6%，与上年基

本持平。

○3 教育支出 10693 万元，同比增长 23.3%，主要是新建

东湖实验学校工程相关费用支出和教师增加比较绩效工资。

○4 文化体育与传媒 2500 万元，同比下降 68.1%，主要是

上年因军运会一次性因素支出较多，本年度军运会只结算尾

款，因此降幅较大。

○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404 万元，同比增加 69.1%，

主要是疫情相关民政支出增加，社区工作人员薪资调整和机

关事业单位医保基数调高。

○6 卫生健康支出 15421 万元，同比增加 544.2%，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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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疫情防控相关支出。

○7 节能环保支出 481 万元，同比下降 62.2%。2019 该科

目为听涛水质提升工程进度款，拨付资金 1272 万元，2020

年主要是新沟渠节制闸的第一期工程款。

○8 城乡社区支出 78348 万元，同比增长 3.7%，与上年基

本持平。

○9 农林水支出 122 万元，下降 85.3%，该科目主要为上

级专款，本年度转移支付较少。

○10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0 万元，为“小进规”企业奖励

资金。

○11住房保障支出 3747 万元，同比增长 24.9%，主要是人

员待遇上涨后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住房货币化补贴均随

之上涨。

○1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1104 万元，同比增长 55.7%，为

本年度消防大队区级补助经费。

○13债务付息支出 1676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2020年东湖风景区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为153948万元，

其中：上级补助收入 9564 万元，2019 年结转收入 14384 万

元，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 10000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转贷收入 120000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2020年东湖风景区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为1539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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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年本级支出 126827 万元，同比增长 231.8%，主要

用于武汉东湖绿心生态保护与综合提升项目、东湖风景区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等重大建设项目支出；结转下年支

出 27121 万元。

二、围绕完成 2020 年预算任务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克服困难，积极组织财政收入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面对一季度经济活动整体停滞，

财政几乎颗粒无收的困难情况，财政部门坚持一手抓防疫、

一手促发展，主动出击、精准施策，采取有效措施，定期召

开财源建设协调会，紧盯收入目标，上下齐心、群策群力，

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积极应对各方压力，密切关注经济走势，

科学制定增收措施，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跟踪分析，加大对重

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税源监控，做到应收尽收。

加强沟通交流，搞好招商引资的税收筹划，积极落实各项扶

持、奖励政策。2020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76

亿元，完成市下达的目标任务。

（二）加强财政收支统筹，保障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积极应对新冠疫情挑战，2020年1月26日财政部门立即出

台系列应急经费保障措施，简化防疫物资采购和经费使用审批

流程，为我区抗击疫情争取主动，封城解除后积极落实政策，

推进复工复产，全年减免租金570万元，减收税费2038万元。

面对抗击疫情造成的减收增支问题，财政部门一方面积极争取

上级转移支付，全年争取中央直达资金4亿元，全力以赴做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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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直达资金分配、下达、使用、监控等工作，确保资金用在最急

需人群和市场主体。另一方面牢固树立政府过紧日子思想，坚持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年

初部门预算按照基本支出10%，项目支出15%进行压减，全面推进

绩效管理，大力削减低效无效支出，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缓解财政压力。

（三）兜牢民生底线，进一步加大民生投入

坚持民生需求导向，不断加大民生投入，切实保障教育、

社保、卫生健康、城市建设等领域的支出。2020 年涉及民生

支出12.38 亿元，占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82.1%；

教育投入 10693 万元，同比增长 23.3%，新增部分主要用于

东湖实验学校建设经费和落实教师比较性绩效等支出政策，

缓解辖区学位供求矛盾，改善教师待遇和办学条件，优化教

育资源布局，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卫生健康投入 15421 万元，

及时足额保障了疫情防控经费。城乡社区建设投入 78348 万

元，同比增长 3.7%，积极推进道路建设、园林绿化、违建管

控等各项工作，强化湖泊治理和空气质量治理，提升城市功

能品质。

（四）积极争取政策支持，推动重大项目落地

结合本区工作实际和疫后补短板领域，对照《武汉市贯彻

落实中央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重点工作清单》，进行责任

分解，督促各部门向上沟通衔接。紧盯中央抗疫特别国债和地

方政府专项债投向，争取到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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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到位12亿元）、抗疫特别国债1亿元，用于武汉东湖

绿心生态保护与综合提升项目、东湖风景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项目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推进政策落实和项目落地，充

分发挥中央一揽子政策对我区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引领作用。

三、2021 年东湖风景区预算编制情况

2021 年 2 月 20 日，市财政局以武财预函〔2021〕46 号

对我区 2021 年预算批复如下：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225172 万元，其中：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07860 万元，固定补助 42271 万元（其他专

项转移支付按市要求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下达，编制预算时暂

不计入），上年结余 5420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9621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225172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206102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9070 万元。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118413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

计 118413 万元。

（一）指导思想

一是坚持真正过紧日子。严格支出管理，将过紧日子作为部

门预算管理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部门

单位非重点非刚性项目支出要应压尽压。继续从严从紧安排“三

公”经费预算，各部门单位按照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三公”经

费。加强机构编制管理、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的有机衔接。二是

切实保障重点支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坚持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围绕做好“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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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落实“六保”任务，集中财力优先保障重大政策、重要改

革和重点项目实施。坚决兜牢“三保”底线的同时，聚焦重大项

目建设、影响环境优化、市场主体帮扶、民生保障改善、疾控体

系改革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重点支出，精准投入、精准保障，

推动疫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加大预算统筹力度。加强全口

径预算管理，部门单位各项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统筹年度预算与

三年支出规划，集中财力保障重点支出和亟需领域。加大结转资

金与年度预算的统筹安排力度，切实盘活存量资金。对跨年度项

目采取“分年安排，滚动管理”方式，避免资金沉淀。四是强化

预算安排约束。结合“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完善中期财政规划管

理，加强三年支出规划对年度预算的指引和约束作用，确保年度

预算不超出支出规划规模，新增支出原则上通过调整支出结构解

决。除结转2年以内上级专款及确需结转下年使用的项目资金以

外，其他当年未使用资金一律收回预算统筹安排。五是坚持零基

预算原则。预算安排坚持量入为出，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

局，建立健全能增能减、有保有压的预算分配机制，合理保障部

门单位正常运转和基本履职需要。着力规范项目支出预算管理，

加大精简整合力度，优化项目设置，加强项目论证，科学设定绩

效目标。加强项目预算与支出政策的衔接匹配，提高项目编制质

量。加强项目评审，推进预算评审与部门预算安排相结合。进一

步明晰预算管理权责关系，强化部门单位的预算管理主体责任，

增强财政部门的资源配置、综合平衡和监督管理职能。

（二）编制政策

1.基本支出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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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员经费预算

2021年部门基本支出预算实行定员定额管理,按零基预算、

综合预算、优先保障的原则,做到“应编尽编,应保尽保”。财政全

额拨款单位的项目支出预算中原则上不得编列用于本单位编制内

人员经费的支出。年度预算执行中,除国家出台重大增资政策外,

原则上不再追加基本支出预算。

区属各单位应认真填报机构、人员、工资等基础信息,已完成

公务员职级并行工作的单位，填报在职人员基础信息时，按并行

后的职级选填。如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实有人数等情况较上年

发生变化的,应书面予以说明并提供证明文件同时,按照国家工资

政策及规范津补贴规定、公务员职级并行规定统筹编制人员经费

预算。

区属各单位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月计提基数,按照武人社发

〔2018〕47号、武公中发〔2020〕10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提租

补贴月计提基数按照市政府武政〔1995〕62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基本医疗保险费计提基数按照市政府第126号令有关规定执行;

公务员医疗补助计提基数按照市政府办公厅武政办〔2001〕267

号文件规定执行;生育保险费月计提基数按照市政府第173号令

有关规定执行。区属各单位根据武医保〔2019〕67号文件精神，

将生育保险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编制。

管委会机关、城乡工作办事处、公安分局、交通大队、城管

执法局在预算执行中经过考核获得的在职人员年度绩效目标管理

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奖等经省委、省政府确定保留的

依法、合规的奖励性补贴经费,以及公务员年度考核优秀以上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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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经费,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应在“奖金”科目中反

映。预算执行中,由各单位根据实际获奖情况,按照政策规定的范

围和标准发放,没有获奖的将追减预算。

区属各部门单位应按照中央、省、市行政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方案实施后的政策要求,统筹各类资金来源,同时结合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武汉市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实施

方案的通知》(武政办〔2019〕54号)精神,编制在职人员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和职业年金缴费预算,退休人员统筹外支出继续

在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中“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科目下编

列,资金来源从原渠道解决。预算执行中,由各单位按规定发放。

区属各部门单位可以继续编制不可预见费,在“其他工资福利

支出”、“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两个款级科目中反映,用于解

决预算执行中的一些不确定支出或临时增支。年终结余,由区财政

统一收回。

(2)公用经费预算

2021年区属各部门单位公用经费预算继续采取分类测算、合

并统筹安排的方法编制。其中,日常公用经费实行分项定额管理,

按照现行行政事业单位分项定额标准（剔除福利费、工会经费、

公务交通补贴）压减10%测算编制;不可预见公用经费由各部门单

位根据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的需要,在基本支出商品服务支出中

编列，原则上比上年不得增加。如果不可预见费到第三季度仍未

使用的，追加经费一律不再单独追加，从不可预见费列支。

区属各部门单位在完成日常公用经费和不可预见公用经费

测算后,在两类经费合计总额内,统筹安排各项款级科目支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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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涉及“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福利费等计提经

费和公务交通补贴,需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编制。

2.项目支出预算编制

2021年区属各部门单位项目支出预算编制要体现“政策导向、

财力约束、突出重点、统筹整合、讲求绩效”的原则。在部门三

年支出规划框架下,以法律法规、国家战略发展规划、宏观调控政

策为导向,聚焦重大改革、重要政策和重点项目,突出部门主要职

能,推进项目统筹整合,加强项目绩效管理。

(1)优化项目设置。区属各部门单位根据履职需要调整完善专

用一级项目，合理确定一级项目数量，更加集中、直观反映部门

单位主要职责和工作任务。进一步精简二级项目，对以前年度设

置但未实施的项目、尚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项目和到期项目进行甄

别清理，归并小散项目。提升项目质量，完善项目实施方案、科

学设置绩效目标和指标值，确保每个项目都具备可实施条件。

(2)加强项目库管理。提前做好入库项目储备,加强项目论证,

严格项目立项。将项目文本规范、立项依据充分、实施方案详实、

绩效目标科学、支出需求合理作为项目入库的基本要求。凡列入

预算安排的项目必须从项目库中选取。纳入项目库的项目按照轻

重缓急、项目成熟度等进行排序并实行全周期滚动管理,建立项目

动态调整和退出机制。

(3)强化绩效目标编制。所有纳入项目库管理的项目都必须设

定编制绩效目标,明确绩效指标,未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或绩效目

标不合理且未进行调整完善的,不得纳入项目库。

(4)推进项目预算评审。对支出规模较大、政策性较强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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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门单位应开展评估清理，根据评估结果优化预算安排、

改进管理、完善政策。除个别不宜评审和无需评审的项目外,所有

新增项目入库前都要进行评审。加强评审结果应用,强化事前评审

结论对项目金额的主导作用。通过评审的项目,列入当年预算;对

于评审审减的资金,区财政不予安排。

（三）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1 年东湖风景区安排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07860 万元，增长 10.5%，其中：税收收入计划安排 94884

万元，增长 4.1%；非税收入计划安排 12976 万元，增长 99.4%。

非税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度受疫情影响，各景区

收入锐减，2021 年度非税收入按照正常经营收入测算。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1 年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安排为 206102 万元，比上年

增长 37.7%。其中：

（1）按预算科目分类：

2021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06102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3000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14000 万元；

教育支出 8500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000 万元；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10000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7075 万元；城

乡社区支出 145310 万元；农林水支出 200 万元；住房保障

支出 4000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1017 万元；预备费 2000 万

元。

（2）按部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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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区属 14 家预算单位 65579.99 万元，其中：

<1>管委会机关 9158.39 万元；

<2>城管执法局 3536.43 万元；

<3>城乡工作处 2106.45 万元；

<4>公安分局 12057.1 万元；

<5>交通大队 2527.53 万元；

<6>海事处 837.68 万元；

<7>市政设施维修管理处 1819.3 万元；

<8>东湖小学 1333 万元；

<9>张家铺学校 2759.47 万元；

<10>华侨城小学 2255.11 万元；

<11>磨山管理处10112.2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5012.29

万元，非税收入 5100 万元；

<12>听涛管理处10235.2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9235.29

万元，非税收入 1000 万元；

<13>落雁管理处 1123.88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513.88

万元，非税收入 610 万元；

<14>马鞍山森林公园 5718.24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3697.52 万元，非税收入 2020.72 万元。武汉市园林场已并

入马鞍山森林公园管理处，2021 年度预算合并编制。

B.安排单位专项 9 个，共计 11535.91 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1）民政专项 2145.92 万元；

（2）城乡专项 1295.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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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卫生健康专项 783 万元;

（4）综治专项 281.6 万元；

（5）清扫保洁专项 4665.73 万元，其中：①村湾保

洁 1999.12 万元②市政保洁 2666.61 万；

（6）扶贫专项 610 万元；

(7) 退役军人事务专项 1495 万元；

（8）就业专项 117.8 万元；

（9）残疾人专项 141 万元。

C.安排区级业务专项 24 个，共计 128986 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1）东湖绿道维护费 9075 万元；

（2）文化旅游宣传经费 1000 万元；

（3）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 1017 万元；

（4）中介机构审计费及财务档案 690 万元；

（5）党建经费 300 万元；

（6）区政务中心社保窗口及招聘经费 32 万元；

（7）城管考核相关专项资金 7175 万元，其中：

① 污水泵站运营费用 658 万元；

② 公共道路园林绿化养护经费 658 万元；

③ 垃圾分类专项 1963 万元；

④ 湖面及湖边塘打捞 626 万元；

⑤ 大城管专项经费 3270 万元（其中城管执法局

260 万元，市政 2810 万元，机动经费 200 万元）；

（8）安全生产经费 1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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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纪检专项经费 70 万元；

（10）基层社区建设补助 500 万元；

（11）马鞍山苗圃运行补助 150 万元；

（12）区街合一综治中心运营 90 万元；

（13）村湾绿化、雨污分流等各类租地费 802 万元；

（14）财源建设及招商引资奖励资金 4000 万元；

（15）垂直单位经费 3869 万元，其中：

①税务局 2450 万元；

②消防大队 1240 万元；

③东湖法庭 110 万元；

④环保分局 42 万元；

⑤东湖检查室 27 万元；

（16）建设局专项资金 1826 万元，其中：

① 园林专项资金 869 万元；

② 水务专项资金 887 万元；

③ 房屋安全与应急管理专项资金 70 万元；

（17）信息化建设工程 500 万元；

（18）财政投资评审及绩效评价工作经费 300 万元；

（19）东湖景园土地规费 23000 万元；

（20）重点项目建设费 40000 万元；

（21）结转 2020 年上级专款 5420 万元；

（22）疫情防控专项资金 3000 万元

（23）专项政策性 24055 万元；

（24）预备费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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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

（1）为做好我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不断提高城市综

合管理水平，2021 年度大城管专项经费进行了较大调整。区

财政局在编制预算前对城管执法局及市政设施维修管理处

进行了现场调研，将单位提出的大城管考核相关工作经费，

在履行必要的财政投资评审程序后，均纳入预算予以保障。

涉及城管考核相关专项经费包括单位专项中的清扫保洁专

项资金以及区级业务专项经费中的污水泵站运营费、公共道

路园林绿化养护经费、垃圾分类专项经费、湖面及湖边塘打

捞费、大城管专项经费等五项。以上经费我区 2021 年度预

算合计安排 11840.73 万元，比 2020 年度安排的 8597.59 万

元增加 3243.14 万元，同比增长 37.72%。其中污水泵站运营

费增加 198 万元；垃圾分类专项经费增加 963 万元；大城管

专项中增加智慧桥梁平台及检测166万元、破损道路维修120

万元、园林绿化 24 万元、城管执法局相关经费工作经费 260

万元、从原清扫保洁专项经费中调入市政道路及三环线清扫

保洁经费并增加 324 万元；清扫保洁专项中门前三包增加 5

万元、14 座垃圾屋清运维护增加 443 万元、梅园中转站运行

费增加 629 万元、湿垃圾处理增加 86 万元、停保场运行增

加 100 万元。

（2）因 2021 年度市财政不再拨付我区基础设施建设补

助资金，原从该项资金列支的园林、水务、房管经费在今年

单独列专项资金予以保障。

（3）为保障东湖实验学校、疾控中心大楼、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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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大楼、青王路消防站等重点项目相关支出，2021 年度安

排重点项目建设经费 40000 万元。

（4）为落实中央、省、市、区工委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

署，做好我区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各项措施落地，2021年度安排

疫情防控资金3000万元，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进行调

整。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1、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情况

2021 年东湖风景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18413 万元，

其中转移支付收入 6292 万元，上年结转 27121 万元，按照

编制预算时的预计数暂列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算 85000

万元，待实际发行后据实进行预算调整。

2、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情况

2021年东湖风景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118413万

元，主要安排东湖绿心项目支出、历年城建项目尾款及华侨

城项目历史遗留问题支出。

四、2021 年财政工作重点

（一）培植壮大财源，确保完成财政收入

进一步加强部门协调强化税收监管，全面了解辖区税源

情况，准确掌握收入形势，有效利用涉税信息交换。深入研

究分析财税收入态势，及时制定调整组织收入措施，多渠道

挖掘财税增收潜力，促进财政收入及时、均衡入库。

坚持科学谋划，扩宽财源建设渠道，壮大支柱财源。重

视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增强对东湖绿心等重点项目建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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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收入完成情况的分析研判，及时共享信息，加强对项目

企业的税源监管和支持指导，将项目产生的税收留在风景

区。培植新兴财源。结合景中村改造，实现整体风景提档升

级，相应区域引进不同项目，以各具特色的旅游经营项目吸

引游客，释放经营性项目市场活力，积极培育旅游业新兴增

长点，形成持续税源。

（二）优化支出结构，兜牢民生底线

牢固树立落实政府带头过“紧日子”思想。压减非急需

非刚性支出，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将有限的财力优先用于保

障“三保”、重点项目等支出。加大“六稳”“六保”等重点

领域和刚性支出保障力度。支持完善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公

共卫生体系。进一步加大专项资金的统筹整合力度，对政策

目标重复、内容相近的支出方向进行归并精简，集中财力办

大事，提高专项资金安排使用的精确性和有效性。实施“大

专项+任务清单”资金管理方式。建立健全专项资金动态调

整机制，取消到期专项及不属于公共财政保障范畴、不属于

区级财政事权的项目。

(三)推进绩效管理扩围升级

深入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将政府性基金预算纳

入预算绩效管理范围;所有区属预算单位均应编报整体支出

绩效目标,所有项目均应编报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研究制定

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及第三方机构

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相关标准，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

建立绩效评估机制，结合预算评审对新出台重大政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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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作为申请预算的必备条件。严

格绩效目标编制管理，加强绩效目标审核，未按要求设定绩

效目标或审核未通过的，不得安排预算。规范绩效运行监控，

开展多层次绩效评价，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与整改机制。

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

排、政策调整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

(四)健全完善财政治理体系

一是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落实财政部下发的《预

算管理一体化规范》、《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技术标准》，加

快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二是改进资金分配方式。

为提高政府运行效率，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对于年初预算已

安排的资金，区财政在批复下达时全部拨付编制预算的部门

单位；对于有明确用途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在收到上

级指标后及时分解下达。收到资金的预算单位按照预算法规

定，切实履行预算执行主体责任，按照规定使用相关资金。

三是改进支付方式。参照市财政局文件对支付方式进行调

整。从 2021 年起，区属各预算单位所有支付均可使用授权

支付方式完成。四是强化财政监督管理。完善全过程财政监

督体系，创新财政监督管理方式，加大对重大财税政策落实、

财政收支管理、重点部门单位、重点项目的监督检查力度，

强化内控工作，确保财政监督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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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1年2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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