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17 年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工业和信息化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维护社会稳定，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市工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

策，指导全市工业行业质量管理工作。

2、协调解决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推进工业

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升级，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3、监测分析全市工业运行态势，统计并发布相关信息，

进行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

4、负责提出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

向(含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负责全市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

管理。

5、贯彻国家高技术产业中涉及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的

规划、政策和标准并组织实施；指导行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

步。

6、承担全市振兴装备制造业组织协调的责任，推进重

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指导引进重大技术装备的消化创新。

7、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市工业和信息产业能源节约和资

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促进政策，参与拟订规划，组织协调

相关重大示范工程和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推

广应用。

8、统筹推进全市信息化工作，协调信息化建设中的重

大问题，指导协调电子政务发展。

9、承担全市网络安全及相关信息安全的责任，负责协

调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和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10、负责联系驻宝中省企业，做好协调服务工作。



11、负责对全市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发展的协调、指导

和服务工作。

12、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1、多措并举，确保工业平稳增长

一是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制定各产业 2017 年行动计划，

先后召开全市工业座谈会、季度点评会，分行业召开汽车、

钛及钛合金等产业推进会，谋划推进工业经济各项重点工作。

二是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稳增长 21 条，出台我市工业稳增

长促投资 17 条实施意见，组织开展稳增长促投资专项督查，

狠抓政策落地。三是围绕重点产业链征集产品信息，推进企

业间协作配套，我市“市域内配套采购双向扶持”经验做法，

在《陕西日报》上作了专题报道，被省工信厅在全省推广。

四是积极组织申报中省各类资金项目，帮助企业争取中省扶

持资金。全年共争取中省财政支持资金 3.35 亿元。五是开

展“联企”活动，成立市干部联系企业活动领导小组，制定

出台《宝鸡市干部联系企业活动实施方案》，指导全市副县

级以上干部，精准跟踪服务 300 户“四上”企业，为陕西爱

骨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宝鸡韩勇 9+9 制药厂等企业解决困扰

发展问题。六是紧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加大对我市工业经

济运行情况及重点行业和大企业监测分析，对出现的问题及

时研究，及早预测，主动应对，荣获 2017 年全省工业运行

监测先进单位。



2、实施“六大工程”,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深入推进“1553”行动计划和《宝鸡制造 2025 行动纲

要》，提出并实施汽车产业跨越工程、钛及钛合金产业突破

工程等工业强基“六大工程”，推动优势支柱产业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成立汽车产业促进中心，策

划并实施“陕汽回家”工程，陕汽控股全系列商用车暨新能

源汽车产业基地、法士特中轻型变速器及新能源传动等一批

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吉利整车完成二期技改，日产达到 800

台，1.5T 沃尔沃发动机下线，吉利配套企业达到 40 多户，

百万辆千亿级汽车产业集群雏形已显，预计全年整车生产 21

万辆，汽车及零部件产值达到 450 亿元，较上年增长 30%以

上。钛及合钛合金产业，成功举办“宝鸡·中国钛谷”国际钛

产业博览会，签约项目 35 个，总金额 108.6 亿元，高性能

钛及钛合金板材产业升级改造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宝钛集

团 4500 米载人潜水器球壳亮相《新闻联播》，产业创新发展

步伐加快。烟酒食品产业，和氏乳业 7 万吨羊乳粉智能生产

线、奥瑞金易拉罐制造等重点项目建成投产，海升果蔬汁等

重点项目进展顺利，产业发展提质升级。能源化工产业，麟

游招贤煤矿、郭家河煤业、长青能化二期 90 万吨/年甲醇、

2×35 万千瓦低热值发电厂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产业链条

不断延伸。优势装备制造产业，认真贯彻李克强总理“装备

中国 走向世界”指示精神，加快产业迈向中高端，中铁宝

桥重载高锰钢辙叉生产基地、中车时代轨道工程机械扩能提

升及智能制造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宝光真空电器公司入选



“国家第二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秦川机床工具集

团数控磨齿机入选“国家第二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预

计全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3%，，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将

达到 74%，引领宝鸡工业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宝鸡机

床数控机床智能化生产系统产业化等重点项目建成投产，机

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园、渭滨区互联网大数据产业孵化基地、

7107 航天产业基地、凤县动力电池负极材料等重点工业项目

完成年度投资，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1-11 月，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22.9%，营业利润增长 40.2%。

3、狠抓项目建设，扩大工业有效投资

一是做好项目谋划。年初，建立全市工业供给侧改革技

改重点项目库，着力推进新一轮企业技术改造，征集筛选 96

个工业重点技改项目，总投资 410 亿元、年度投资 137 亿元，

加大扶持力度。二是强化项目管理。召开了全市工业供给侧改

革技改重点项目座谈会、半年推进会，签订服务保障协议书，

建立四项制度（目标责任、项目包抓、分类推进、问题督办），

打造三个平台（联企服务、资金支持、培训交流），实行“月

汇报、月统计、月分析”，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截止11月底，

96个项目已有25个建成投产,19个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在技改

项目带动下，1-11月，我市工业投资完成992.76亿元，位居全

省第一，技术改造投资完成160.94亿元，位居全省第二。9月

份，省工信厅分片区组织了四场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工作培训会，

我市作为唯一的地市代表做了经验交流发言。三是聚力招商

引资。积极开展“工业招商季”活动，出台《宝鸡市工信局关



于招商引资工作的实施方案》，成立局招商领导小组，围绕汽

车及零部件、智能制造、装备制造等产业组建3个招商团队、9

个招商小分队，分别由副县级领导带队开展主题招商。先后举

办“宝鸡智能制造”、“长三角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招商会”、

“珠三角智能制造、电子信息产业招商会”等专题推介招商

活动11次，小分队外出招商26次，走访企业186户，捕捉招

商信息176条，邀请企业在宝考察28批次，签约项目32个，

涉及投资额138.3亿元。四是狠抓项目落地。针对洽谈项目加

大跟踪对接和服务协调力度，及时协调化解了陕汽宝华搬迁项

目涉及的环评及村民搬迁等突出问题，助推陕汽零部件产业基

地、钛合金骨科植入物生产、年产十万件轨道交通车配件加工

等13个“西洽会”“钛博会”签约项目开工建设。全年招商引

资到位资金37.6亿元，其中省际项目到位资金21.9亿元，均

大幅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4、强化服务保障，促进非公经济和园区加快发展

一是召开破解民营经济活力不强难题座谈会,制定《破解民

营经济活力不强实现追赶超越实施方案》，分解任务、夯实责

任，形成民营经济发展合力。预计全年非公占比达到50.8%，完

成省市目标；新增中小微企业9000余户。二是大力实施中小企

业培育工程，制定下发《百户培育工程和规模企业培育对象计

划》，筛选了139户中小工业企业和94户规模企业进行重点帮

扶，预计全年可新增规上企业90余户，超额完成省市50户任

务。三是组织中小企业争取中省政策扶持，争取到省市专项资

金3970万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四是持续开展应急转贷和融资



担保业务，全年为企业办理急转贷283笔，资金额达到18.19

亿元；为企业办理融资担保451笔，资金额达到19.78亿元，

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五是加大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园区创新发展。岐山建材工业园创业基地和眉县科技工业

集中区创业创新基地被省上认定为2017年度省小型微型企业创

业创新基地，全市“双创基地”达到9户，预计全年新增标准

化厂房85万平方米，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5、聚集发展合力，推进产业融合创新

一是加快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成立机器人产业

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和 2017 年行

动计划，编制《宝鸡市机器人产业政策、企业及产品名录摘

编》、《机器人产业地图（全国）》，加大产业政策支持。成立

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陕西分中心、哈工大——宝鸡机床精

密机床研发中心，提升产业研发能力，全年新增机器人相关

专利 10 余项。重点推进秦川机床 RV 减速器等 22 个机器人

产业重点项目建设。加快宝鸡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力

度，引进牛人机器人、华工焊接机器人等 10 家机器人生产

企业、2 家高校科研院所团队、3 家机器人应用服务团队以

及机器人“双创”中心。10 月份，全省机器人产业推进大会

在我市召开，宝鸡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园被省政府授予“陕

西省智能制造示范园区”和“智能制造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双

创’示范基地”。二是推动军民融合产业突破发展。深入我

市军工企业走访调查，组织召开 5 次座谈会，全面掌握我市

军民融合发展现状。成立军民融合促进中心，制定《破解军



民深度融合发展不够难题实施方案》，出台《宝鸡市加快军

民融合产业发展 2017 年行动计划》。联合渭滨区政府组建军

民融合产业联盟，以姜谭工业基地为依托，全力打造军民融

合产业示范区。整合宝成公司、凌云电器公司、长岭科技公

司等企业优势资源，加快推进航空安全装备产业园建设。12

月份，联合北京中航军融科技管理中心（民营高科技企业参

军指导专家工作委员会）举办了全国军工装备配套准入资质

暨民参军企业推进合作大会，初步形成军民融合发展“宝鸡

模式”。三是加大两化融合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开展“龙

头企业贯标、百户企业两化融合示范推广”等六个专项行动，

宝鸡石油钢管石油输送管分公司通过国家第二批贯标试点

验收。做好工业大数据布局。眉县霸王河工业园和金台区金

河工业园的首批智慧工业园区建设接近尾声，宝鸡工业云平

台即将完成建设。加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 1272 个

行政村 60 余万宽带信息点的全部建设任务，在全省率先实

现行政村 100%光纤通达。网络建设速度加快，全年新增光缆

2.46 万公里，新增光纤到户端口 29.98 万个，新建基站 2739

个，电信普遍服务全年任务圆满完成，名列全省前茅。

6、加大技术研发，提升工业经济发展质量

一是引导企业开展中、省、市三级企业技术中心创建工

作。全年新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2 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10

户。二是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先后与华中科技大学、南京

理工大学、哈工大、长安大学等高校加强合作，激光加工国

家工程研究西北区域中心、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陕西分中心投入运行，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特种飞行研究

院等研发机构挂牌成立。三是支持企业加大了新产品研发投

入。全年我市工业企业自主研发的 105 个新产品列入陕西省

新产品开发计划，其中 2 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2 项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78 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2 项填补省内空白。

预计新产品项目完成后，可实现销售收入 48.28 亿元，利润

4.79 亿元，税金 2.16 亿元。四是推进企业质量品牌建设。

在全市工业企业先后开展了品牌培育试点、质量管理经验推

广等活动，引导企业加强质量和品牌建设。陕西秦宝牧业、

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 2 户企业被省工信厅认定为质量标

杆企业。五是强化企业人才服务。举办清华大学宝鸡总裁班，

开展宝鸡企业管理创新培育活动，参加人数达到 100 多人；

组织企业经管人才参加提质增效、品牌培育、质押融资等活

动，进一步提升企业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7、加强行业管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一是甲醇汽车试点工作顺利通过国家专家组验收，在李

克强总理来宝考察期间作了专题汇报。二是制定《宝鸡市洁

净煤配送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协调督促各县区进一步做好

煤炭市场整治工作，共依法取缔储煤场地和售煤摊点 53 个，

限期整改 69 个。三是开展“散乱污”企业清理取缔专项行

动，共排查出“散乱污”企业 182 户，已清理取缔和整改 113

户，完成计划总数的 62.8%。四是依法依规取缔 1 户“10+3”

小企业，对 2016 年已取缔 4 户“10+3”小企业开展回头望，

通过省级检查验收。五是积极配合市发改委做好“地条钢”



企业生产设备甄别工作，7 户“地条钢”企业中频炉等设备

全部拆除。六是联合市发改委、环保局、质监局和安监局开

展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完成省下达的秦星白水泥等

3 户企业落后产能退出任务，共退出水泥落后产能 14 万吨，

钢铁落后产能 3 万吨。七是按照市政府安排，做好中央环保

督察组反馈的秦安锻造等 7 户企业问题整改工作，目前，7

户企业落后设备全部拆除，正在申请省级验收销号。

8、实施精准帮扶，助力脱贫攻坚

派驻工作队长期驻扶风县段家镇银豆村开展精准扶贫。

一是组织帮扶责任人 160 多人次走访包抓户，了解情况，掌

握动态，制作精准扶贫帮扶明白卡、建立扶贫台账, 进行贫

困户信息核实与动态调整。二是完善村级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资金 8.1 万元，对全村 7 个村民小组所有到户道路进行亮

化，共安装路灯 176 盏。在三夏前实现全村路灯全覆盖。三

是以产业脱贫为契机，为村上量身打造建成了“长短结合”

的特色花卉产业示范园，共计投入资金 11 万元，协调落实

市、县产业配套资金 8 万元，花卉产业示范园总面积近 260

亩，使所有贫困户实现产业全覆盖。四是捐赠价值 3 万元的

办公桌椅及电脑设备等，免费接入宽带网络，建成了网络信

息室。五是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外出参观学习 3 次，组织专家、

技术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技术培训 5 场次。六是组织局帮扶责

任人开展“三夏”送清凉活动，为贫困户送去雨伞、茶叶、

大米等慰问品。同时宣讲政策，提高贫困户对扶贫政策的知

晓率，提升扶贫成效的满意度。



9、抓学习强作风，打造“工信铁军”

一是围绕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开展集中教育活动。

党组书记、局长段寅生为全局机关干部作《聚焦十九大》专

题辅导，带头宣讲十九大精神。先后组织系统党员干部赴延

安，进行“追寻革命足迹 迎接党的十九大”主题教育活动，

赴眉县张载祠、家风馆和廉政教育基地，开展廉政文化教育

活动。坚持学习教育同具体工作相结合，确保取得实实在在

效果。二是坚持“制度管人管事”，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和规

范化管理，建立全员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责任领导和完

成期限，加大推进力度，确保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三是加强作风建设。积极倡导“钉钉子”、“马上就办”精神，

严格请销假、值班制度，加大日常督察考核，切实改进工作

作风，提升行政效能。四是强化服务意识。在全局树立工信

局就是工业发展促进局和服务局的观念，建立领导、科室联

县制度，局领导带领科室深入联系县区、企业和工业园区一

线，面对面排忧解难。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部门本级

（机关）决算和所属事业单位决算。

纳入本部门 2017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二级决算单位

共有 4 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经费管理方式

1 宝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行政 全额拨款



2 宝鸡市工业发展促进中心 事业 全额拨款

3 宝鸡市散装水泥办公室 参公事业 全额拨款

4 宝鸡市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公室 事业 全额拨款

5 陕西省宝鸡化工研究所 事业 差额拨款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序号 单位名称 编制人数 在职人数

1 宝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51 52

2 宝鸡市工业发展促进中心 27 25

3 宝鸡市散装水泥办公室 5 8

4 宝鸡市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公室 8 11

5 陕西省宝鸡化工研究所 12 2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总计 6628.82 万元，本年支出 5385.84

万元。其中，收入较上年减少 63.95%，原因是 2016 年包含

中央拨付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 9188 万元，数额较大，



影响整体。

2、本年度收入总计 6628.82 万元。包括： 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收入 6575.18 万元，为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公共

预算资金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 53.65 万元。

3、支出总计 5385.84 万元，包括：

(1)基本支出 1547.67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

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工资福利

支出 1028.3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17.22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12 万元。

(2)项目支出 3784.53 万元，主要是为完成其特定的行

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

包括军民融合发展产业引导配套资金 1000 万元、中小企业

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 2000 万元、陕汽通家补助 600 万元等。

(3)年末结转和结余 2144.51 万元，主要是工业类促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年终结转结余，为本年度预算安排、因客

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

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6575.18 万元。收入较上年减少

62.7%，原因是 2016 年包含中央拨付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

资金 9188 万元，数额较大，影响整体。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5332.19 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1547.67 万元，项目支出 3784.53 万元。按政

府功能分类科目，分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 万元、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176.99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9.69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5085.5 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547.67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 1498.88 万元、公用经费 48.79 万元。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2017 年度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支出 53.65 万元，功能科

目为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均为项目支出。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三)2017 年度“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况

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7 年度局机关“三公经费”支出 8.91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5.38

万元，公务接待费 3.53 万元。2017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

比 2016 年增加 0.83 万元，增加 10%。其中：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比上年增加 1.42 万元，增加 35.9%，我局车辆

保有量 2 辆，主要是因为我局业务量加大，承担了新成立下



属事业单位的费用，使车辆使用费增加；公务接待费比上年

减少 0.59 万元，降低 14.3%，主要是严格贯彻执行八项规定，

接待批次及人数都比上年减少，涉及 13 批次 210 人。因公

出国(境)费用 0 元，0 批次 0 人。

2、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 年度培训费 4.43 万元，较上年增加 2.52 万元，增

加 131%，原因是业务培训增加，如军民融合培训等。

3、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 年度会议费 5.93 万元，较上年减少 0.31 万元，减

少 5.97%，原因是压缩了会议规模及次数。

六、2017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我们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省市委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五新”战略任务，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牢固树

立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项目支撑，深化产业

融合，围绕五大支柱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以龙头企业和企

业集团为引领，做大做强存量、做新做优增量，加速五大千

亿集群建设，全力打造装备制造业名城、丝路汽车名城和“中

国钛谷”。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3500 亿元，增长

24%；实现工业增加值 1020 亿元，增长 9.6%。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 年本部门本级和下属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



款支出数为 74.1 万元，与往年基本持平。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 2017 年无政府采购支出。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2 辆，未购

置新车辆。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是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

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公用

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

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办公用房水电费 、办公用房

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

他费用。

九、2017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