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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物流行业管理项目自评结果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根据黄财绩效发【2021】59 号要求，物流行业管理项目自评

得分为85.10 分，自评结果级别为良。其中执行率指标得分11.10

分，产出指标得分 40 分，效益指标得分 32 分，满意度指标得分

2 分。总分值 100 分，按照指标评价得分 90-100 为“优”（含

90）、80-89 为“良”（含 80）、60-79 为“中”（含 60），0-59

为“差”的评价标准，自评结果级别为良。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物流行业管理项目 2020 年预算总额 246.60 万元，其中当年

预算金额 246.60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金额 0万元；2020 年支出

总额 136.83 万元，其中使用当年预算资金 136.83 万元，使用上

年结转结余资金 0 万元；该项目预算执行率为 55%。

2、完成的绩效目标

2020 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既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又恰逢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中心党委及各支部积极响应

上级号召，认真落实相关工作要求，凝心聚力，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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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积极推进港口总规修编批

复和十四五规划起草。组织相关调研和项目走访核实工作，

广泛收集相关意见和资料，先后按市规划编制办的要求完成

了规划基本思路，规划初稿，并上报市规划编制办，听取市

政府意见，征求市县相关部门和相关重点企业的意见。黄石

新港棋盘洲三期项目前期专题已全部编制完成，初步设计已

通过审查，施工图设计已编制完成。

2020 年 9 月 8 日，黄石新港港口公司、黄石铁投公司草签

《黄石新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协议。12 月 24 日

上午，双方正式签订合同，12 月 30 日，公司正式注册。从

此将逐步形成“统一报价、一个合同、一次托运、一单到底、

一次收费”一体化运营的全新格局；二是主动上门服务，了

解企业运营状况中心工作人员主动到四家多式联运公司登

门拜访，咨询企业目前运营情况，了解企业存在困难，同时

介绍针对疫情期间，我中心向市政府和铁路部门争取新的政

策。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预算执行率偏低。原因是 2020 年我中心增收了一笔老

机保转新机保的参保资金返还款 154.40 万元，是社保的返还资

金，不占财政资金指标，在决算中不反映该笔收支。我中心优先

使用了该笔资金，在预算执行数中无反映，导至 2020 年预算执

行率偏低。

2、满意度指标未达到预期值 96%。主要原因是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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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奖补资金拨付的及时性、申请手续、发放标准等方面不满

意。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做到专款专用。针对年初预算之外资金的收支，需

与财政部门确认后同时变更绩效目标相关内容。做到收支与

预算安排口径一致。

2、严格依据政策文件，认真审核受理申报材料，及时

敦促补充相关要件，做好各类政策奖补审核和联合会审的组

织协调工作，按照审核流程做好各类政策奖补流转管控协调

工作，及时将政策兑现到位；广泛宣传解读各类奖补政策，

做好各项申报服务工作；提高服务对象满意率。

二、佐证材料

（一）基本情况

1、项目立项目的

(1)依照有关港口物流发展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研

究拟订全市港口及物流发展战略、中长期战略规划并组织实

施。

(2)统筹指导全市港口及物流产业科学发展，拟订全市

港及物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落实

政府对港物流企业(园区)的奖补审核及兑现工作。

(3)统筹指导港口物流项目建设、运行维护。统筹协调

推进现代港口城市建设。组织推进全市水运港、航空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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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港、铁路港“四港”一体化建设及行业重大项目。

(4)统筹推进全市多式联运工作，积极参与运输结构调

整，构建全市大港口、大物流体系，协调推进铁路、公路、

航运、港口及多式联运物流通道的开通工作及平合建设。

(5)负责对市级立项及对上报省、部立项的港口、物流

项目提出规划符合性意见。

(6)负责行业市场的培育工作，引导港口物流企业(园区)

申报国家 A 级资质、示范企业、规上企业等工作，推进传统

的港口物流企业向现代转型升级，指导并帮助港口物流企业

开展对外合作和开拓市场。

(7)负责港口物流业招商引资工作，负责港口物流业人

才智库建设，组织实施港口物流业课题研究及对外交流，负

责行业相关协会的组织协调。

(8)负责全市港口物流行业协调服齐、信息统计工作、

负贵组织全市多式联运物流公共信息化平合的建设及运行

管理。

(9)指导并推广全市港口物流行业及相关运输设备、运

营管理标准化、智能化和绿色发展等相关工作。

(10)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2、年度绩效目标

制定全市港口物流发规划并组织实施；落实发放各项对

企政府性补贴审核及兑现工作，发放奖补奖金；组织推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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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水运港、航空港、公路港、铁路港“四港”一体化建设及

行业重大项目；引导港口物流企业(园区)申报国家 A级资质、

示范企业等工作。

3、项目资金情况

该项目属常年性资金专项，资金来源于省财政。2020

年市财政全年年初预算资金 246.6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资金 0

万元。资金投向及用途是弥补本单位人员及日常公用经费不足，

用于人员经费及日常公用经费开支。全年使用该项目资金

136.83 万元。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接到市财政文件（黄财绩效发【2021】59 号），我单位领

导高度重视。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强化支出责

任，并为以后年度项目资金安排提供重要依据，特别委托专业机

构对 2020 年度项目资金做绩效自评报告，并安排相关职能科室

予以全力配合。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2020 年预算总额 246.6 万元，其中当年预算金额 246.6 万

元，上年结转结余金额 0 万元；2020 年支出总额 136.83 万元，

其中使用当年预算资金 136.83 万元，使用上年结转结余资金 0

万元；执行率为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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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率偏低的原因是：2020 年我中心增收了一笔老机保转

新机保的参保资金返还款 154.40 万元，是社保的返还资金，不

占财政资金指标，在决算中不反映该笔收支。我中心优先使用了

该笔资金，在预算执行数中无反映，导至 2020 年预算执行率偏

低。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中心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积极推进港口总规修编批

复和十四五规划起草。一是经过中心不断努力，黄石港总体

规划在当年 5 月获交通运输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批复；

二是为全面谋划我市港口物流事业发展，中心成立了“十四

五”规划编制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通过招标委托规划编制

单位。组织相关调研和项目走访核实工作，广泛收集相关意

见和资料，先后按市规划编制办的要求完成了规划基本思

路，规划初稿，并上报市规划编制办，听取市政府意见，征

求市县相关部门和相关重点企业的意见。2020 年 12 月 11 日

召开了专家审查会，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黄石新港棋盘洲三期项目前期专题已全部编制完成，初

步设计已通过审查，施工图设计已编制完成。项目陆域用地

基本完成拆迁，4 个散货泊位陆域用地已先期完成地基处理

工程；砂石集并中心前期各项手续基本完成，施工图设计已

获批，于 10 月 15 日开始进行试桩；交通战备码头完成所有

前期手续，正式开工建设；华新码头已建暂停，岸线申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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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已上报交运部。黄石新港现代物流园一期（启动区）二栋

仓储、一栋综合楼、货物堆场等全部建成并于 2020 年 9 月

25 正式开园运营；润信农批物流园二区已完工，于 2020 年

11 月下旬正式投产运营；捷利物流园一期 26000 平米二栋钢

构仓库和倒班楼，园区管网、道路、围墙等基本完工；粮食

物流园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2020 年 9 月 8 日，黄石新港港口公司、黄石铁投公司草签

《黄石新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协议。12 月 24 日

上午，双方正式签订合同，12 月 30 日，公司正式注册。从

此将逐步形成“统一报价、一个合同、一次托运、一单到底、

一次收费”一体化运营的全新格局；二是主动上门服务，了

解企业运营状况中心工作人员主动到四家多式联运公司登

门拜访，咨询企业目前运营情况，了解企业存在困难，同时

介绍针对疫情期间，我中心向市政府和铁路部门争取新的政

策。

2020 年中心积极走出去开展服务，不断提升对港口物流

企业服务的水平，为企业的发展做好垫脚石。一是重点港口

物流企业营业额稳步提升。全年预测营业收入 7.97 亿元，

与上年相比预测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4%左右；二是国家

A 级物流企业培育。

2020 年我市共有黄石新港等 7 家企业被成功授牌，其中

黄石新港、黄石宏坤、黄石九鸿、通达世纪、鹏达联合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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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企业首次申报国家A级企业（新港申报4A，其余申报3A)，

黄石广运、黄石九州 2 家企业由 3A 晋升 4A。截止目前，我

市共有国家 A 级物流企业 30 家，其中 4A 有 13 家，3A 有 17

家。

2020 年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招商工作专班积极走出去

招商引资，共外出招商 8 批次，接待客商 48 批次，接洽有

意向投资企业 10 余家。重点招引创达物流、福建新迪新材

料科技公司、盛丰物流、省汽运物流园、海通港务、中集凯

通多式联运、新港汽车检测等一批工业、物流项目。当年已

完成签约 2 家、注册 1 家。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0 年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市所有的在建项

目从 1月停工到 5月下旬陆续复工复产。进度受到较大影响。

通过各方努力，年底目标完成较好。截至 2020 年 12 月，全

市重点港口物流建设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94942 万元。重点

港口物流企业营业额稳步提升。全年预测营业收入 7.97 亿

元，与上年相比预测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 4%左右。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为了获取项目实施效果和运行现状，我中心设计了与专

项资金申报、进度、效率等相关问题的调查问卷，对服务对

象进行问卷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 11 份，收回 11 份，最后

汇总分析：基本满意及以上的服务对象占比 90%。比设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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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值低 96%低 6 个点。满意度指标未达到预定值的主要原因

是对奖补资金拨付的及时性、申请手续、发放标准等方面不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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