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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保障和

改善民生放在突出和重要位置，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注重城乡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

可持续，不断增强社会救助制度的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切实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制度兜底作用，补民生

短板、促社会公平，不断完善“8+1”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努力实现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的

发展目标。 

二、编制原则和依据 

围绕市级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编制要“依法依规、责权明晰、统筹

整合、保障重点、讲求绩效”的原则，依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9 号）、《湖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省

政府令第 374 号）、《武汉市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武政规[2013]12

号）、《武汉市实施临时救助暂行办法》（市政府令第 271 号）、《武汉

市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实施细则》（武政规〔2017〕62 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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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特困人员等社会救

助对象保障标准的通知》（武政规〔2019〕13 号），结合武汉市经济

发展水平和社会救助工作实际，参照 2019 年 1～10 月全市社会救助

实际支出水平和各级财政支出职责编制。 

三、收支预算 

（一）收入预算 

2020 年市级社会救助专项资金预算收入 42199.79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42199.79 万元。 

（二）支出预算 

2020 年市级社会救助专项资金预算支出 42199.79 万元，其中转

移支付各区 42199.79 万元，主要用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

城乡特困人员供养等社会救助方面。 

预算资金测算口径：按照 2019 年 1—10 月全市社会救助专项资

金实际支出，预计 2020 年全市社会救助专项资金年需支出

131321.57 万元，扣减预计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46922 万元（按 2019

年上级实际转移支付资金预计）后，余下资金 84399.58 万元，由市、

区财政按 1:1 比例分担，其中：市级应负担资金 42199.79 万元。 

四、绩效目标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武发[2018]16 号）要求，全面提高全市社会救助管理工作水平，

积极推进社会救助工作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省、市社会救助政策，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社会救助资金纳

入财政专项支出绩效目标，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本年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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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99.79 万元。 

五、保障措施 

（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社会救助政策规定，科学制

定社会救助标准，不断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加强社会救助政策有效

衔接，逐步形成梯度化、体系化社会救助格局。 

（二）加大社会救助资金统筹力度，完善社会救助资金统筹使

用机制，盘活用好存量资金，切实保障基本民生支出。 

（三）加强社会救助动态管理和监督问责机制，规范社会救助

审核程序和救助行为，完善监督检查长效机制，推进社会救助绩效

目标管理，强化绩效评价效果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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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市级社会救助专项资金收支预算表 

专项公开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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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99.79  -7.53%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42199.79  -7.53% 二、外交支出     

    1.经费拨款 42199.79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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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转移支付 42199.79  -7.53% 

            

二、上年结转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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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99.79  -7.53% 支出总计 42199.79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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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市级社会救助专项资金支出预算表 

专项公开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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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99.79     42199.79       

  

社会

救助

专项

资金 

市

民

政

局 

城乡

最低

生活

保

障、

临时

救

助、

农村

“五

保”

等特

困人

员供

养支

出 

42199.79     42199.79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9 号）、《湖北省社会救助

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 374

号）、《武汉市最低生活保

障实施办法》（武政规

[2013]12 号）、《武汉市实施

临时救助暂行办法》（市政

府令第 271 号）、《武汉市

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实施

细则》（武政规〔2017〕62

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

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和特困人员等社会救助对

象保障标准的通知》（武政

规〔2019〕13 号） 

按照 2019 年 1—10

月全市社会救助专

项资金实际支出，预

计 2020 年全市社会

救助专项资金年需

支出 131321.57 万

元，扣减预计上级转

移支付资金 46922万

元（按 2018 年上级

实际转移支付资金

预计）后，余下资金

84399.57 万元，由

市、区财政按 1:1 比

例分担，其中市级负

担资金 42199.79 万

元。 

市

民

政

局 

 

 

2020 年市级社会救助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 

       专项公开表 3 
   

资金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社会救助专项资金 项目代码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民政局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民政局 

项目负责人 任建云 联系电话 85736152 

项目类型 1.部门项目 □       2.公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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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请理由 

围绕“依法依规、责权明晰、统筹整合、保障重点、讲求绩效”的原则，依据《社会救助

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9 号）、《湖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省

政府令第 374 号）、《武汉市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武政规[2013]12 号）、《武汉

市实施临时救助暂行办法》（市政府令第 271 号）、《武汉市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实

施细则》（武政规〔2017〕62 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和特困人员等社会救助对象保障标准的通知》（武政规〔2019〕13 号），结合武汉

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救助工作实际，参照 2019 年 1—10 月全市社会救助实际支出水

平和各级财政支出职责编制。 

项目主要内容 1、城乡低保资金；2、临时救助；3、特困人员供养 

项目总预算 42,199.79 项目当年预算 42,199.79 

项目前两年预

算及当年预算

变动情况 

前两年预算安排情况：2018 年 45641.7 万元、2019 年 45634 万元 

原因：社会救助对象实行动态管理，2020 年参考上年实际支出预计。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42,199.79 

财政拨款收入 42,199.79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42,1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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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99.79 

1.城乡低保资金 33,174.08 

2.临时救助 715.80 

3.特困人员供养 8,309.91 

测算依

据             

及说明 

按照 2019 年 1—10 月全市社会救助专项资金实际支出，预计 2020 年全市社会救助专项

资金年需支出 131321.57 万元，扣减预计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46922 万元（按 2018 年上

级实际转移支付资金预计）后，余下资金 84399.57 万元，由市、区财政按 1:1 比例分

担，其中：市级应负担资金 42199.79 万元。 

项目绩效                

总目标 
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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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低保人员保障率 100%   

临时救助人员救助率 100%   

特困人员供养率 100%   

时效指标 救助及时率 ≥95%   

成本指标 保障救助支出 4.22 亿元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救助政策知晓率 ≥8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出台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救助制度 
≥1项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助对象满意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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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和重要位置，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编制原则和依据 

依据《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

展的实施意见》（武办发〔2018〕12 号）、《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慈

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武政规〔2017〕47 号）、《关于加强

全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武组文〔2015〕10

号）、《武汉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评估实施办法》的通知（武

民政〔2016〕19 号）、《关于印发〈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武文明办[2017]53 号）、《关于加快推进农村老

年人互助照料服务点建设的通知》（武民政[2018]18 号）、《市人民政

府关于提升养老服务供给水平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武

政规〔2017〕34 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推进“互联网+居

家养老”新模式实施方案的通知》（武政规〔2018〕1 号）、《关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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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养老护理员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武民政〔2018〕16 号）、《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武政〔2012〕

89 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福利院改革和发展

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通知》（武

民政〔2018〕3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9〕5 号）、《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和促进社会

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武办发〔2018〕12 号）、《关

于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通知》（武民政

〔2018〕45 号）文件精神，根据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相关文件

规定的标准和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等测算编制。 

三、收支预算 

（一）收入预算 

2020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预算收入 27862.47 万元。 

（二）支出预算 

2020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预算支出 27862.47 万元，其中：市

直部门预算支出 9349.78 万元，主要用于社会组织发展经费、社会

工作扶持经费、福利事业单位项目经费、其他福利事业补助经费等；

转移支付各区 18512.69 万元，主要用于社会组织发展经费、社会工

作扶持经费、社区建设补助经费、扶持养老事业发展经费等 。预算

资金测算口径：根据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相关文件规定的标准、

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等测算。 

四、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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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武发[2018]16 号）要求，将福彩公益金纳入 2020 年财政专项支出

绩效目标，涉及政府性基金预算 27862.47 万元。 

五、保障措施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福彩公益金使用管理规定，加快预

算执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020 年市民政局福利彩票公益金预算表 

专项公开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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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62.47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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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62.47  -1.92%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专项转移支付     

      九、其他支出 27862.47  -1.92% 

二、上年结转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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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62.47    支出总计 278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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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市民政局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申报表 

       专项公开表 3 
   

资金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福利彩票公益金 项目代码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民政局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民政局 

项目负责人 任建云 联系电话 85736152 

项目类型 1.部门项目 □       2.公共项目■ 

项目申请理由 

围绕“依法依规、责权明晰、统筹整合、保障重点、讲求绩效”的原则，依据《关于改革社会

组织管理制度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武办发〔2018〕12 号）、《武

汉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评估实施办法》的通知（武民政〔2016〕19 号）、《关于

印发〈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武文明办[2017]53 号）、《关

于加快推进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服务点建设的通知》（武民政[2018]18 号）、《市人民政府

关于提升养老服务供给水平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武政规〔2017〕34 号）、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推进“互联网+居家养老”新模式实施方案的通知》（武政规

〔2018〕1 号）、《关于做好养老护理员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武民政〔2018〕16 号）、

《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武政〔2012〕89 号）、《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福利院改革和发展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农村留守

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通知》（武民政〔2018〕3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

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 号）、《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和促进社会组织健

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武办发〔2018〕12 号）、《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通知》（武民政〔2018〕45 号），根据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相关

文件规定的标准、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等编制。 

项目主要内容 
1.社会组织发展经费 2.社会工作扶持经费 3.社区建设补助经费 4.福利事业单位项目经费 5.扶

持养老事业发展经费 6.其他福利事业补助经费 

项目总预算 27,862.47 项目当年预算 27,862.47 

项目前两年预

算及当年预算

变动情况 

前两年预算安排情况：2018 年 25755 万元、2019 年 28406.92 万元 

变动原因：2020 年福彩公益金收入较 2019 年有所减少，当年预计参考 2019 年预算执行情

况、相关文件规定的标准、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等因素。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27,862.47 

1.财政拨款收入 27,862.47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27,862.47 

项 

目             

支               

预              

算                  

及                 

项               

目                        

支                

出                       

明                  

细                     

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 

合计 27,862.47 

1.社会组织发展经费 2,048.00 

2.社会工作扶持经费 1,151.20 

3.社区建设补助经费 800.00 

4.福利事业单位项目经费 3,3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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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算                

依                

据 

预                  

算 

5.扶持养老事业发展经费 18,371.69 

6.其他福利事业项目经费 2,190.08 

测算依

据             

及说明 

根据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相关文件规定的标准和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等编制。 

项目绩效                

总目标 

聚焦重点强措施，改革创新促发展，攻坚克难抓落实，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

社会服务等工作全面推进，民政事业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1.集成推进“智慧居家养老”新模

式，建设市级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2.净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3.加强基层民主政权建设，推

进“三社联动”，深化社区治理创新;4.提升民政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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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居家养老网点建设

数（个） 
55 个   

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服务中

心（点）建设数（个） 
301 个   

新建养老服务设施（处） 475 处   

农村社区试点建设项目数 100 个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30 个   

社会组织公益品牌项目 20 个   

时效指标 

“互联网+居家养老”网点建设

完成及时率 
100%   

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服务中

心（点）建设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福利事业支出 2.79 亿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逐步提高养老护理员报酬，维

护养老护理员稳定，缓解社会

问题、促进社会和谐。 

是 是/否 

新建养老服务设施，增强养老

服务供给能力，服务老人人

次。 

≥400万人

次 
  

实施“社区治理创新助力计

划”和公益创投，促进社区服

务满足群众多样化需要。 

≥50个项

目 
  

可持续影响指标 
出台养老服务相关制度文件，

提高老年人幸福感。 
≥1项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