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鸡市交通运输局 2017 年度部门决算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交通运输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定有关规范

性文件；拟定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发展规划，参与拟定物流业发展

规划并监督实施；指导交通运输行业体制改革。

2、承担全市公路、水路运输市场监管责任。

3、承担全市公路、水路建设市场监管责任。

4、指导全市公路、水路运输行业的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

5、负责全市公路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和维护，组织实施重

点公路建设项目；负责收费公路的运营管理，筹措交通建设资金

并监督使用。

6、指导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负责交通运输行业统计和信息

引导。

7、承担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交通战备办日常工作。

8、负责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对外交流与合作。

9、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7 年部门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1、综合交通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积极适应中省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建设的要求，按照市政府领导批示精神，与市编办联合

进行了加快构建全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调研，市政府印发了《关

于加快构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的意见》。邀请市政府领导到省交



通运输厅对接项目，关环高速等一批重点项目获得省厅支持，挤

进了中省盘子，为全市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积极

承接对市公交公司的管理，充分调研确保公交公司平稳过渡，启

动全国公交都市创建活动，创建方案初稿已经完成。加快筹建全

市交通运输信息服务中心，搭建 12328 交通服务平台，构建综合

交通发展的服务平台。

2、高速公路和城际铁路建设强势推进。进一步夯实责任，全

力做好征迁和环境保障工作，确保在建高速顺利推进。截至目前，

宝鸡至坪坎高速全线正在加快施工，征迁工作按施工计划快速推

进；陇县至陕甘界高速路基基本贯通；太凤高速试验段顺利推进，

田坝至陕甘界征迁工作近期将全面启动；连霍高速宝鸡过境线宝

钛段问题正在加快协调解决。凤翔到旬邑、眉县到太白两个高速

公路项目正在完善前期工作，眉县到岐山高速正在进行 PPP 方案

研究等工作，麟游到法门寺项目正在进行技术方案研究工作。西

安至法门寺、法门寺至机场城际铁路项目试验段开工建设，全线

征迁工作正在进行。

3、国省干线公路升级改造奋力推进。今年实施干线公路项目

13 个，在建里程 328 公里。G342 麟游至蒲村段 6 月 23 日建成通

车；G344 柳林至千阳、S306 崔木至麟游、G244 潘家湾至太白、S107

扶杨眉扶风段、S209 法门寺至绛帐已主体建成。G244 陕甘界至凤

翔郭家河煤矿以南下面层铺筑完成，S219 绛帐至汤峪全线路面基

层、底基层全部完成，新线下面层铺筑完成，G316 凤县灵官峡、



S212 凤县过境月亮湾两座控制性隧道贯通，灵官峡隧道完成引线

路基工程，路面施工单位正在进场，S306 崔木至麟游永寿界路基

基本贯通，S209 湋河大桥加快施工。G342 蒲村至马家镇、S306

两亭至良舍、S515 固关至陕甘界、S107 法门寺至乾县等 3 个项目

正在开展设计审查工作和招标准备工作，S515 固关至陕甘界试验

段开工建设。

4、交通运输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加快推进客运班线公交化改

造，新开通宝鸡到凤翔，宝鸡到蔡家坡两条城际公交线路。努力

提升农村客运公交化水平，年内县城周边 20 公里范围内农村客运

公交运行化率达到了 40%。加大客运站场建设力度，宝鸡城南客运

枢纽启动工可研编制工作，客运北站工可研编制完成，岐山凤鸣、

眉县常兴站建成，即将投用。抓好凤翔、速特、扶风货运站等物

流项目实施，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强化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监督，

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力度，为全社会提供便捷、高效、安全的交通

运输服务。

5、交通脱贫攻坚扎实推进。成立全市交通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采取领导分片包抓工作机制，开展建制村通畅调查摸底工作。针

对全市 63 个不通畅建制村，专题召开了交通脱贫攻坚动员大会，

与各县区签订目标责任书，采用“挂图作战、逐一销号”的办法，

明确责任和开工时间表，每月督导检查和通报，在宝鸡日报公布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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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交通运输

局本级（机关）决算和所属事业单位决算。

纳入 2017 年部门决算补助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 6 个，包

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宝鸡市交通运输局本级（机关）

2 宝鸡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3 宝鸡市公路管理处

4 宝鸡市公路建设局

5 宝鸡市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

6 陕西省宝鸡公路管理局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7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633 人，其中行政编制 32

人、事业编制 1601 人；实有人员 1445 人，其中行政 34 人、事业

1411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96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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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比上年增长 1348.81 万元，主要

原因是公路建设专项资金的增加。

2、本年收入构成情况

2017 年本年收入合计 24537.19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24136.08 万元，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比上年增加 1528.85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路建设专项资金的增加；其他收入 401.11 万

元，为运管处水电费收入和省运管局拨付市运管处专项补助资金



等。比上年减少 180.04 万元，主要原因是运管处专项补助资金的

减少。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2017 年本年支出合计 28397.1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3505.28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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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减少 349.38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路局切块

资金的减少；项目支出 14891.88 万元，比上年增加 9059.42 万元，

主要原因公路建设专项资金和运管处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的增加



（二）2017 年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4136.08 万元，比上年增

加 1528.85 万元，原因是公路建设专项资金的增加；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支出 27927.89 万元，比上年增加 8953.80 万元，主要

原因公路建设专项资金和运管处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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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27.89 万元，按支出

功能科目分，包括：

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4.20 万元，主要是职工离退休金；



⑵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01.96 元，主要是单位职工医疗

保险资金；

⑶节能环保支出 175 万元，主要是运管处防雾治霾专项支出；

⑷城乡社区支出 50 万元，是市公交公司安保支出；

⑸交通运输支出 27216.73 万元，包括：交通局机关及所属事

业单位人员工资和公用经费、成品油价格补贴资金、路政赔补偿

费安排的路产修复、归还置换债务利息、超限站维护费、市邮政

局专项业务经费、运管处省级客运发展专项资金支出以及公路建

设专项支出；

⑹其他支出 100 万元，是高速公路项目前期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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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7.86 万元，其

中：人员经费 12522.75 万元，公用经费 835.11 万元，用于保障

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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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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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

57.23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0 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 53.40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53.40 万元)，公务接待费 3.83 万元。2017 年度“三公

经费”支出比 2016 年增加 15.73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比上年

减少 0.26 万元，主要是严格贯彻执行八项规定，压缩费用开支;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比上年增加 15.99 万元，主要是工作

任务的增加及车辆车况不良造成的维修费用增加；

2017 年未发生因公出国（境）费用。

公务用车购置及保有情况： 2017 年无公务车辆购置,年末公

务用车实际保有量 40 辆。

公务接待费：2017 年度国内公务接待累计 89 次、696 人，经

费总额 3.83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项目建设技术咨询、交流、论证

等涉及的接待工作；上级部门对我市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

查指导等涉及的接待工作；交通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涉及的接待工

作等。

2、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 年培训费支出 13.15 万元，比上年增加 3.73 万元，主要

是用于公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培训。

3、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 年会议费支出 7.04 万元，比上年增加 1.52 万元，主要是

用于全市交通工作会议和农村公路、干线公路管理专题会议。

六、2017 年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7 年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对专项业务经费

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4136.08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 0 万元。

七、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61.86 万元，用于维持机关日

常运转所必需的公用支出。2017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上年减少

457.04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6 年支出中包含部分视频会议室、公

文传输系统建设项目资金。

㈡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 年政府采购支出 400.1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类支出

91.84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 280.26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



类支出 28.00 万元。

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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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辆；无单价 50

万元及以上的通用设备。2017 年当年未购置车辆。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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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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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

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17 年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部门名称：宝鸡市交通运输局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部门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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