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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现代物流及航运服务业及港口多式联运
经费项目自评结果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根据黄财绩效发【2021】59 号要求，现代物流及航运服务业

及港口多式联运经费项目自评得分为 82.35 分，自评结果级别为

良。其中执行率指标得分 8.4 分，产出指标得分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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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物流及航运服务业及港口多式联运经费项目 2020 年预

算总额 3,359.22 万元，其中当年预算金额 2,500.00 万元，上年

结转结余金额 859.22 万元；2020 年支出总额 1,410.65 万元，

其中使用当年预算资金 1,128.73 万元，使用上年结转结余资金

281.92 万元；该项目执行率为 42%。

2、完成的绩效目标

严格遵照申报流程，落实市政府关于多式联运集装箱专

项补贴资金，培育多式联运的龙头企业;完善实施细则及考

核办法，做好现代物流及航运业奖补资金的申报、审核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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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工作，做好 2019 年度物流企业奖补资金的申报与兑现落

实工作，指导我市符合条件的物流园区争取部、省、市物流

项目政策支持，力争新增 4A 物流企业 1-2 家，3A 物流企业

2-3 家。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为加快黄石新港建设发晨，大力促进我市“港城联动，

以港兴市”和“建设现代港口城市”战略的实施，对符合奖

励政策的船公司、货代企业和生产企业发放奖励补贴款。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专项资金使用率较低。主要原因是（1）2020 年外轮

直航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多艘班轮无法按原定计划开航，同时航

线也大幅缩减；近洋直航航班直接取消。（2）由于港口配套设

施适应不了市场需要，而且每天班轮只有一班，货源相对不足等，

导致码头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3）如九江港等周边港口参

与了市场竞争。（4）货源调配原因，例如大冶特钢，其物流总

部位于常州，所以其原材料配置直接从常州集中发货。

2、专项资金拨付不及时。主要原因是同一笔奖补资金

对应的资金来源涉及多个部门，除了多部门的重复审核需要

时间外，如果相关部门奖补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的话，需要更

多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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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意度指标未达到预期值 96%。主要原因是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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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理流程提高效率。奖补政策进一步优化；规并货源，

提高码头装卸效率；改善一条龙配套服务跟不上，运行环节

缺乏良性循环的情况；加大各环节部门内部管理投入；改善

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较低情况，产业急需从投资港向

贸易港转型。

2、简化资金拨付环节，降低监管成本。针对专项资金

监管和使用实况，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管理办法，简化不必要

的手续和环节，降低监管成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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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编制及财政资金统筹整合情况

黄石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于 2019 年以市港航管理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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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为基础设立，仍按参公管理，下设 4 个事业单位。黄政办

函【2020】13 号关于《黄石市（市直）2020 年财政资金统

筹整合方案》通知，2020 年我中心原有的三个专项资金项目

“多式联运、现代物流、外轮直航”整合为“现代物流及航

运服务业及港口多式联运经费”一个专项资金项目，全年预算

资金总额 2500 万元。

2、项目立项目的

为抢抓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机遇，大力实

施“以港兴城”战略，加快我市现代物流及航运服务业发展，

努力把我市打造成长江中游区域性物流中心、多式联运示范

城市，加快黄石新港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把黄石新港建

设成立足长江、辐射西部、联系东南沿海的多式联运示范港、

中转港，枢纽港。到“十三五”末，全市物流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 4%提升到 8%，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由 22%

下降到 17%。邮政快递业务收入年均增长 20%以上。全市物

流园区服务能力达到 1.5 亿吨/年，实现“亿吨大港、百万

标箱”，基本建成以棋盘洲新港多式联运港口物流为核心，

布局合理、便捷高效、安全有序的现代物流和航运服务体系。

3、年度绩效目标

（1）多式联运：提升我市多式联运发展水平、 促进港

口城市建设,提高政府部门公信力。按照黄石市人民政府关

于《黄石市关于加快推进黄石新港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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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文件精神，严格遵照申报流程，落实市政府关于

多式联运集装箱专项补贴资金，培育多式联运的龙头企业。

（2）现代物流：落实市政府《关于加快现代物流及航

运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完善实施细则及考核办法，做好现

代物流及航运业奖补资金的申报、审核和落实工作，做好

2019 年度物流企业奖补资金的申报与兑现落实工作，指导我

市符合条件的物流园区争取部、省、市物流项目政策支持，

力争新增 4A 物流企业 1-2 家，3A 物流企业 2-3 家。

（3）外轮直航：为加快黄石新港建设发晨，大力促进

我市“港城联动，以港兴市”和“建设现代港口城市”战略

的实施，对符合奖励政策的船公司、货代企业和生产企业发

放奖励补贴款。

4、项目资金情况

该项目属常年性奖补资金专项，2020 年市财政全年预

算资金 2500 万元，资金来源于市直专项。资金用途及分配

方式：（1）现代物流及航运服务业奖补专项，包括支持多式

联运物流项目；支持引进和培养我市现代物流龙头企业；支持市

级以上区域性分拨中心（总部）建设；支持邮政快递固定资产投

资建设；支持快递园区建设；支持快递企业做大做强；支持创建

国家 A 级物流企业及获得省级“物流示范企业”单位；支持物流

企业、邮政快递企业设备更新升级改造；支持新增车辆运力；支

持新增船舶运力；支持集装箱运输企业箱量增长；支持外轮直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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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支持航运船舶公司新开航线；支持标准，每开辟一条始发

外贸轮航线且运行满一年，每周航班量在 1 班以上（含 1 班）的，

每年对该船舶公司补助 30 万元；支持建设物流信息平台；支持

物流机构推进现代物流业发展。（2）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专

项，包括：以黄石新港站为联运节点，开展铁水集装箱运输，且

其季度完成铁水集装箱运输不少于 500 标准箱的物流企业，采取

逐年递减政策；水水转运，在黄石新港开展集装箱水水中转运输

业务，且在黄石新港结算作业费的船（船代）公司，以实际水水

中转箱量为统计依据（含进港、出港），按 100 元/20 英尺标准

箱、160 元/40 英尺标准箱对经由备案航班运输的水水中转集装

箱给予补贴。（3）外轮直航补贴专项，包括对近洋国际直航航

线的奖补；对江海联运航线的奖补；对长江内支航线的奖补；对

水水中转航线的奖补；对与航线开发运营工作相关企业与单位的

奖励。

全年使用奖补资金专项 1,410.65 万元，其中现代物流类奖

补 547.65 万元，多式联运奖补 863.00 万元。明细情况如下表（货

币单位元）：

2020 年
凭证号 摘要 金额 类别

月 日

11 16 记账-27支付 2019 年度现代物流奖补资金（天海益达物流公司） 300,000.00现代物流

11 16 记账-27支付 2019 年度现代物流奖补资金（武汉中远海集装箱公司） 210,200.00现代物流

11 16 记账-27支付 2019 年度现代物流奖补资金（黄石市金石混凝土制品公司） 500,000.00现代物流

11 16 记账-27支付 2019 年度现代物流奖补资金（黄石市昌龙综合物流公司） 300,000.00现代物流

11 16 记账-27支付 2019 年度现代物流奖补资金（湖北润信农产品物流园） 311,263.11现代物流

11 16 记账-27支付 2019 年度现代物流奖补资金（黄石新港现代物流园） 1,157,450.00现代物流

11 16 记账-27支付 2019 年度现代物流奖补资金（黄石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现代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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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6 记账-27支付 2019 年度现代物流奖补资金（黄石鑫泰物流公司） 300,000.00现代物流

11 16 记账-27支付 2019 年度现代物流奖补资金（黄石鑫泰物流公司） 4,358.63现代物流

11 16 记账-27支付 2019 年度现代物流奖补资金（阳新县棋盘洲国胜物流有限公司） 500,000.00现代物流

11 16 记账-27支付 2019 年度现代物流奖补资金（湖北振华化学公司） 800,000.00现代物流

11 16 记账-27支付 2019 年度现代物流奖补资金（黄石天海航运公司） 7,068.00现代物流

11 16 记账-27支付 2019 年度现代物流奖补资金（黄石天海航运公司） 80,300.00现代物流

11 16 记账-27支付 2019 年度现代物流奖补资金（大冶有色物流公司） 5,921.25现代物流

11 16 记账-27支付 2019 年度现代物流奖补资金（黄石市粮食储备公司） 500,000.00现代物流

小计 5,476,560.99

4 24 记账-40拨付新港物流园集装箱多式联运专项补贴资金（2019 年 2 季度） 2,819,250.00多式联运

12 16 记账-49拨付多式联运专项补贴（2019 年三四季度、2020 年一季度） 5,490,787.50多式联运

12 25 记账-72拨付新港物流园区多联式运集装箱补贴资金 319,950.00多式联运

小计 8,629,987.50

合计 14,106,5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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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9.22 万元，其中当年预算金额

2,500.00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金额 859.22 万元；2020 年支出总

额 1,410.65 万元，其中使用当年预算资金 1,128.73 万元，使用

上年结转结余资金 281.92 万元；执行率为 42%。

执行率偏低有以下几方面原因：（1）2020 年外轮直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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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冠疫情影响，多艘班轮无法按原定计划开航，同时航线也大

幅缩减；近洋直航航班直接取消。（2）由于港口配套设施适应

不了市场需要，而且每天班轮只有一班，货源相对不足等，导致

码头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3）如九江港等周边港口参与了

市场竞争。（4）货源调配原因，例如大冶特钢，其物流总部位

于常州，所以其原材料配置直接从常州集中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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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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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手续，正式开工建设；华新码头已建暂停，岸线申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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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中专项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

通过黄政发【2021】2 号“关于调整多式联运专项奖补资金

政策的通知”会得到逐步改善，执行时间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增加了预拨及预付的程序。

1、奖补资金来源

多式联运专项奖补资金由市级财政和黄石新港(物流)

工业园区管委会各承担二分之一，按照每年多式联运奖补政

策资金预算，半年一预拨。上半年由市级财政于 1 月 1 日将

所承担的预算资金预拨至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财政专户，下

半年由黄石新港(物流)工业园区管委会于 7月 1日将所承担

的预算资金预拨至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财政专户，由市港口

物流发展中心负责兑现发放，年底总结算。

2、补贴资金实行月度预付、季度结算

对符合政策补贴要求的集装箱多式联运运营主体的补

贴资金实行月度预付、季度结算。

月度预付:每月预付的补贴资金在次月 5日前(节假日顺

延)由黄石新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向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申

报，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在次月 15 日前将预付款拨至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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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预付兑现。

季度结算:各多式联运申报主体按季向市港口物流发展

中心申报，并提供由黄石新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确认的单据

和相关证明材料，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审核认定后与黄石新

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各申报主体进行季度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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