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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中、省有关交通运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

策、标准，拟订全市交通运输发展政策，研究起草相关地方性

法规、政府规章草案；负责推进全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指导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规划和管理，优化交通运输主要通道和

重要枢纽节点布局，促进各种交通运输方式融合；指导全市交

通运输行业体制改革工作。

2.组织拟订全市公路、水路及城市客运行业发展规划、年

度计划并监督实施；参与物流业发展规划的拟订，并监督实施。

3.承担全市公路、水路、城市道路运输市场监管责任。负

责城乡客运、货运、机动车维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等行业管

理工作；负责出租汽车、公共汽车行业管理工作；负责城乡客

货运输、汽车技术检测与维修、汽车驾驶学校和驾驶员培训的

行业管理，维护交通运输行业平等竞争秩序；负责公路超限超

载治理工作；负责汽车出入境管理。

4.承担全市水上交通的安全监管责任。负责船舶及相关水

上设施防止污染、通讯导航、救助打捞及危险品运输监督管理

等工作；负责船舶代理、航道疏浚的行业管理；负责与通航安

全有关岸线使用和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监管；依法组织或参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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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调查处理工作。

5.负责提出全市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市级财政

性资金安排的建议；按管理权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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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全市公路、水路建设市场监管责任。贯彻执行国家

有关公路、水路工程建设相关政策、制度和技术标准；负责全

市重点公路、水路建设和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负责全市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设施的管理和维护；负责公路、

公路用地及公路建筑控制区内设置非公路标志监督管理工作。

7.指导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按规定

组织协调重点物资和紧急客货运输，负责全市路网运行监测和

协调；承担国防动员有关工作。

8.指导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监测分析运输情况，开展相

关统计工作，发布有关信息。指导公路、水路行业环境保护和

节能减排工作。

9.负责铁路建设项目前期及环境保障工作；负责协调境内

铁路客运列车开通、地方铁路运力申报等工作。

10.负责机场建设项目前期及环境保障工作，负责协调榆

林航线开通工作。

11.负责全市交通运输外事工作，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

12.负责职责范围内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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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市交通运输局机关设政秘科、综合规划科、建设管理科、

运输管理科、养护管理科、资金管理科、安全监督科 7 个内设

机构。下属榆林公路局、榆林市铁路民航发展中心、榆林市交

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榆林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榆林市

农村公路发展中心、榆林市邮政业安全中心、榆林市公共交通

总公司、府店收费公路管理处 8 个企事业单位。

二、2022 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一）推进交通重点项目建设

2022年，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完成投资45.1亿元，

其中铁路建设计划完成投资 3.5 亿元、机场建设计划完成投资

7.6 亿元、公路建设及运输计划完成投资 34 亿元。

1.铁路建设。一是积极推进延榆鄂高铁前期工作，加快可

研批复，力争年内控制性工程开工。二是加快专支线铁路建设，

确保靖神铁路孟红支线年底全面建成投运，协调冯红铁路实现

全线控制性工程复工建设，配合完成郭神铁路二期工程完成前

期手续报批，力争年底前开工建设；协助孤银铁路项目筹建处

完成前期手续报批等工作。三是完成清涧、绥德、米脂、榆林、

锦界等 5 个火车站站房改造、增设站台自动扶梯等工作。四是

加快金鸡滩煤矿、康隆国铁物流等在建铁路专用线建设，开展

靖边县海宏实业、榆树湾煤矿曹家伙场等铁路专用线前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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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2.机场建设。一是榆阳机场二期北指廊工程完成北指廊、

地下停车场工程，开工建设航管小区、国际货运用房及 T1 航

站楼改造工程。二是完成航空口岸联检单位用房项目主体工

程。三是完成榆林机场路路面修缮工程。四是推动府谷、定边

机场实质性开工。

3.公路建设。一是推动大柳塔至锦界高速公路暨包茂联络

线、包茂高速海则滩立交项目开工建设，榆林绕城高速南段具

备开工条件。加快河曲至庙沟门高速、佳县至米脂高速、G20

青银高速复线（吴堡至子洲段）、清汾高速公路、榆林至乌审

旗高速公路等项目前期工作。二是确保 336 国道神木店塔至张

板崖公路、244 国道陕宁界至红柳沟段、包茂高速靖边海则滩

立交工程和 106 省道靖边县城东过境公路等 4 个项目建成通

车；307 国道靖边东坑至定边彭滩段完成路基工程，路面工程

开工建设；338 国道中鸡过境公路完成路基工程，337 国道锦

界工业园区过境公路、神木至盘塘一级公路完成部分路基桥涵

工程；338 国道府谷县城过境公路、340 国道清涧阳曲山至西

辛关公路等 2 个项目开工建设。加快 210 国道横山古水至火石

山、307 国道横山至靖边段和子洲至横山段、106 省道横山至

鱼河、佳县至米脂二级路等干线公路项目前期工作，积极开展

榆阳产业园区至榆佳经开区快速公路前期工作。三是完成省上

下达的县乡公路、通村组公路、桥涵配套、危桥改造、安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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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联网路、完善工程等建设任务。

（二）加强公路养护管理

一是完成干线公路水毁修复工程、安全提升工程，开工建

设重点路段预防性养护工程，完成沿黄公路重点安全隐患治

理。二是推进干线公路“四化”建设和区域性养护应急中心建

设。三是按照从典型引领向全域达标转变的思路，抓好“四好

农村路”示范创建，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四是加

强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管理，夯实“两个纳入”，及时修复水毁

路段，确保年终优良中等路比例达 75%以上。五是深化农村公

路养护管理体制改革，争取市政府出台《榆林市深化农村公路

养护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积极推进神木市改革试点工作。

出台农村公路“路长制”实施意见，确保年内“路长制”全面

建立。六是完成公路承灾体普查市级数据质量检查及上报工

作，配合省级完成高等级风险点质量检查及抽查工作。七是全

面完成“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暨造林绿化任务。

（三）优化交通运输服务

一是积极拓展航空市场，稳定现有航线，优化“西榆快线”、

加密京榆航线，新开通榆林直飞成都、厦门、深圳、三亚等地

航线，全年开通 28 条航线，通达 28 个城市。二是持续开展道

路运输市场整治，严厉打击道路非法客运行为，持续规范客运

市场秩序。三是推进客运企业转型升级，提升道路客运服务品

质。四是全面落实深化货运领域“放管服”改革政策措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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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双公示”有关工作，促进道路货运行业健康稳定发展。五

是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规范网约车发展，提升服务水平。

六是贯彻落实《榆林中心城区加快公共交通发展三年行动

（2022-2024 年）实施方案》，进一步扩大公交覆盖范围，提

升服务品质。七是加大公路货运超限超载治理力度，巩固公路

超限超载治理成果。八是实施客运驾驶员素质提升行动，做好

省十七运会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九是强化水上交通运输监

管，确保辖区水运市场有序发展。十是推动陕甘宁蒙晋交界快

递物流枢纽中心建设，实现全市 75%的建制村建立县乡村三级

寄递物流体系，快递进村覆盖率 100%。

（四）提升行业治理能力

一是严格落实“两站一场”、交通卡口、交通工具、冷链

运输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织密交通疫情防控网络。二是加

强交通脱贫攻坚动态监测，及时解决“通返不通”“畅返不畅”

问题，确保“两通”实效，助力乡村振兴。三是推进执法队伍

规范化、法制化、专业化建设,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四是持

续推进铁路、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沿线路域环境治理工

作，为省十七运会提供良好的交通运输环境。五是认真开展“铁

腕治污”攻坚行动，做好行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六是推进平

安交通建设，扎实做好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等各项工作，提升

行业治理能力。七是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做好“双

随机、一公开”工作，推进信用评价、联合惩戒、失信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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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手段的信用监管机制，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八是创新完善交

通投融资体制机制，打造综合交通运输投融资平台，组建市交

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九是加快推进综合交通信息服务中

心建设，提升行业信息化水平。十是扎实开展文明城市创建等

工作，提升行业服务水平，树立良好对外形象。

（五）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一是全面夯实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督促“两客一危”

企业和客运站场等重点场所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

二是对照道路交通领域安全生产作风建设专项巡察反馈意见，

扎实开展问题整改工作。三是结合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全面核查

工作，加强隐患整治。四是强化安全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力度，

完善落实安全生产约谈问责、信用“红黑”名单等制度，开展

安全生产考核问效。五是开展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两类

人员”安全考核工作。举办安全生产培训班，依托榆林市交通

运输安全警示教育基地开展警示教育。六是编制《交通运输综

合应急预案》等六项专项及部门预案，完善应急救援机制，提

高应急救援能力。

（六）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

育，提升政治素养。二是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组织开

展党务工作培训，创新党建载体，提高党建工作质量。三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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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落实全市干部作风集

中整顿工作要求，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四是严格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积极化解行

业舆情。五是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开展

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六是加强行业宣传，做好党委、政务信

息报送工作。七是及时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回

复“百姓问政”留言，规范网上信访件办理，加强“12328”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管理，提高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机

关）预算和所属事业单位预算。

纳入本部门 2022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

有 6 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拟变动情况

1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机关）

2 榆林市农村公路发展中心

3 榆林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4 榆林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5 榆林市铁路民航发展中心

6 榆林市邮政业安全中心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375 人，其中行政编制

16 人、事业编制 359 人；实有人员 357 人，其中行政 30 人，

事业 327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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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2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

预算管理。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6742.07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6742.07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万元、

国有基本经营预算收入 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

年增加 702.01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本年度专项业务预算收

入较上年增加 210 万元；二是人员工资标准调整及相应社保福

利费用增加；三是新组建单位榆林市邮政业安全中心纳入预算

管理。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 6742.0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支出 6742.07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国

有基本经营预算支出 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

增加 702.01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本年度专项业务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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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增加 210 万元；二是人员工资标准调整及相应社保福利

费用增加；三是新组建单位榆林市邮政业安全中心纳入预算管

理。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6742.07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收入 6742.07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

国有基本经营预算收入 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较上年增加 702.01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本年度专项业务预

算收入较上年增加 210 万元；二是人员工资标准调整及相应社

保福利费用增加；三是新组建单位榆林市邮政业安全中心纳入

预算管理。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6742.07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6742.07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国有基本经营预算支出 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

款支出较上年增加 702.01 万元，主要原因同上。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2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6742.07万元，

较上年增加 702.01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本年度专项业务预

算支出较上年增加 210 万元；二是人员工资标准调整及相应社

保福利费用增加；三是新组建单位榆林市邮政业安全中心纳入

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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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742.07 万元，其中:

（1）行政运行（2140101）364.31 万元，较上年减少 51.57

万元，原因是本年度有调出、退休人员，相应的人员费用、定

额核定公用经费减少；

（2）公路养护(2140106)772.23 万元，较上年增加 132.41

万元，原因是正常调资引起的人员经费的增长；

（3）公路运输管理（2140112）2883 万元，较上年增加

192.99 万元，原因是正常调资引起的人员经费的增长。

（4）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2140199）445 万元，较上

年增加 5 万元，原因是本年度专项业务费增加；

（5）铁路运输行政运行（2140201）268.09 万元，较上

年增加 49.85 万元，原因是人员工资标准提高引起的人员经费

的增长；

（6）其他铁路运输支出（2140299）210 万元，较上年减

少 10 万元，原因是本年度铁路建设专项业务费压减；

（7）邮政业支出行业监管（2140504）124.54 万元，较

上年增加 124.54 万元，原因是新组建单位，依据其职能增加

相应的人员、公用和业务经费；

（8）行政单位离退休（2080501）1.20 万元，较上年增

加 0 万元，原因是本部门离休人员较上年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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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02）2.80 万元，较上年增

加 0.16 万元，原因是人员工资待遇标准提高引起的相应的费

用增加;

（10）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580.2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14.66 万元，原因是正常调资引起

的相应社保福利费用增加;

（11）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080506）329.16

万元，较上年增加 96.36 万元，原因是正常调资引起的相应社

保福利费用增加；

（12）行政单位医疗（2101101）45.43 万元，较上年减

少 2.05 万元，原因是人员退休、调出引起的医保费的减少；

(13) 事业单位医疗(2101102)217.03 万元，较上年增加

4.84 万元，原因是正常调资晋级晋档所引起的事业单位人员

工资增加，相应的医保缴费基数增加。

（14）住房公积金支出(2210201)499.02 万元，较上年增

加 147.85 万元，原因是人员经费增长引起的住房公积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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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742.07 万元，

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4859.25 万元，较上年增加 507.38 万

元，原因是按照相关政策正常调资晋级晋档所引起的人员工资

等支出增加；；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1754.80 万元，较上年增加 174.86

万元，原因是本年度履职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较上年增加；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69.02 万元，较上年减少

15.73 万元，原因是人员减少,相应的补助支出减少；

资本性支出（310）59 万元，较上年增加 35.5 万元，原

因是本年度专项业务费中资本性支出较上年增加。

（2）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742.07 万元，

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828.77 万元，较上年减少 5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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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原因是局机关本年度有退休、调出人员；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742.54 万元，较上年增加

67.83 万元，原因是局机关本年度新增专项业务费交通广播电

台运行宣传经费；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503)6 万元，较上年减少 3 万元，

原因是本年度局机关压减办公设备购置预算；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505)5042.74 万元，较上年增加

671.14 万元，原因是正常调资晋级晋档所引起的事业单位人

员工资增加，相应的人员经费增加；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506)53 万元，较上年减少 38.5

万元，原因是本年度局属事业单位压减资本性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09)69.02 万元,较上年减少 15.73

万元，原因是人员减少,相应的补助支出减少。

4、上年结转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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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2、上年结转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并在财政拨款

收支总体情况表中列示。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27.65 万元，较上年增加 1.25 万元(4.73%)，增加的原因是我

局所属单位市铁航中心本年度增加一辆公车编制，公车运行费

预算增加。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

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和上年度均未安排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

公务接待费 3.65 万元，较上年减少 2.75 万元(42.97%)，减少

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各单位压减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24 万元，较上年增加 4 万元(20%)，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我局所属单位市铁航中心本年度增加一辆公车编制，公车运行

费预算增加；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主要原



17

因是本年度和上年度均未预算公务用车购置费。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三公”经费支出。

2022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会议费预算支出5万元，

较上年减少 6.1 万元（54.95%），减少的原因是本年度我部门

各单位减少会议次数，压减培训费预算支出。

2022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培训费预算支出23.2万

元，较上年减少 22.8 万元（49.57%），减少的原因是我部门各

单位严格控制培训次数和培训人数，压减培训费支出。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14 辆，单

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4 台（套）。2022 年当年部门预算安排

购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资产购置。

八、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2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采购资金支出。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2022 年本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 6742.07 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当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绩效目标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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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涉及的绩效目标管

理。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本部门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53.05 万元，较上年减

少 1.94 万元，主要原因是按照财政相关要求，压缩单位公用

经费，减少不必要开支。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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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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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三公”经费：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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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用一般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

单位资金。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公开报表

                    部门名称：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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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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收支总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一、部门预算 67,420,774.41 一、部门预算 67,420,774.41 一、部门预算 67,420,774.41 一、部门预算 67,420,774.41

  1、财政拨款 67,420,774.41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52,520,774.41   1、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8,287,744.37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67,420,774.41   2、外交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48,592,543.97   2、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7,425,381.84

       其中：专项资金列入部门预算的项目   3、国防支出        (2)商品和服务支出 3,238,007.44   3、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60,000.00

    (2)政府性基金拨款   4、公共安全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90,223.00   4、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教育支出        (4)资本性支出   5、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50,427,425.20

  2、上级补助收入   6、科学技术支出   2、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14,900,000.00   6、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530,000.00

  3、事业收入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7、对企业补助

      其中：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收费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134,269.60        (2)商品和服务支出 14,310,000.00   8、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9、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90,223.00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10、卫生健康支出 2,624,587.59        (4)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10、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6、其他收入   11、节能环保支出        (5)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11、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12、城乡社区支出        (6)资本性支出 590,000.00   12、债务还本支出

  13、农林水支出        (7)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13、转移性支出

  14、交通运输支出 50,671,704.98        (8)对企业补助   14、预备费及预留

  15、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15、其他支出

  1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0)其他支出

  17、金融支出   3、上缴上级支出

  18、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19、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20、住房保障支出 4,990,212.24

  21、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4、预备费

  25、其他支出

  26、转移性支出

  27、债务还本支出

  28、债务付息支出

  29、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67,420,774.41 本年支出合计 67,420,774.41 本年支出合计 67,420,774.41 本年支出合计 67,420,774.41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 结转下年 结转下年

上年实户资金余额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金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金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金

上年结转

    其中：财政拨款资金结转

          非财政拨款资金结余

收入总计 67,420,774.41 支出总计 67,420,774.41 支出总计 67,420,774.41 支出总计 67,420,774.41



表2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收入总表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部门预算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

拨款
上级补助收

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对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
补收支差额

上年结转
上年实户
资金余额

其他收入

小计

其中：专项资金

列入部门预算项

目

合计     67,420,774.41      67,420,774.41 

215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67,420,774.41      67,420,774.41 

　　215001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9,778,550.28       9,778,550.28 

　　215002 榆林市农村公路发展中心     11,025,086.01      11,025,086.01 

　　215003 榆林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29,504,208.11      29,504,208.11 

　　215004 榆林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9,448,458.55       9,448,458.55 

　　215005 榆林市铁路民航发展中心      6,097,366.93       6,097,366.93 

　　215006 榆林市邮政业安全中心      1,567,104.53       1,567,104.53 



表3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支出总表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部门预算

合计

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拨

款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对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上年实户

资金余额
其他收入 上年结转

小计

其中：专项资金

列入部门预算的

项目

合计      67,420,774.41       67,420,774.41 

215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67,420,774.41       67,420,774.41 

　　215001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9,778,550.28        9,778,550.28 

　　215002 榆林市农村公路发展中心      11,025,086.01       11,025,086.01 

　　215003 榆林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29,504,208.11       29,504,208.11 

　　215004 榆林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9,448,458.55        9,448,458.55 

　　215005 榆林市铁路民航发展中心       6,097,366.93        6,097,366.93 

　　215006 榆林市邮政业安全中心       1,567,104.53        1,567,104.53 



表4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67,420,774.41一、财政拨款 67,420,774.41一、财政拨款 67,420,774.41一、财政拨款 67,420,774.41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67,420,774.41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52,520,774.41   1、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8,287,744.37

     其中：专项资金列入部门预算的项目   2、外交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48,592,543.97   2、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7,425,381.84

  2、政府性基金拨款   3、国防支出        (2)商品和服务支出 3,238,007.44   3、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60,000.00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公共安全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90,223.00   4、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5、教育支出        (4)资本性支出   5、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50,427,425.20

  6、科学技术支出   2、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14,900,000.00   6、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530,000.00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7、对企业补助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134,269.60        (2)商品和服务支出 14,310,000.00   8、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9、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90,223.00

  10、卫生健康支出 2,624,587.59        (4)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10、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11、节能环保支出        (5)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11、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12、城乡社区支出        (6)资本性支出 590,000.00   12、债务还本支出

  13、农林水支出        (7)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13、转移性支出

  14、交通运输支出 50,671,704.98        (8)对企业补助   14、预备费及预留

  15、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15、其他支出

  1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0)其他支出

  17、金融支出   3、上缴上级支出

  18、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19、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20、住房保障支出 4,990,212.24

  21、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4、预备费

  25、其他支出

  26、转移性支出

  27、债务还本支出

  28、债务付息支出

  29、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67,420,774.41 本年支出合计 67,420,774.41 本年支出合计 67,420,774.41 本年支出合计 67,420,774.41

上年结转 结转下年 结转下年 结转下年

收入总计 67,420,774.41 支出总计 67,420,774.41 支出总计 67,420,774.41 支出总计 67,420,774.41



表5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67,420,774.41 49,722,446.97 2,798,327.44 14,900,000.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00 0.00 0.00 0.00 

　　20104 发展与改革事务 0.00 0.00 0.00 0.00 

　　　　2010404 战略规划与实施 0.00 0.00 0.00 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134,269.60 9,094,269.60 40,000.00 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9,134,269.60 9,094,269.60 40,000.00 0.00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2,000.00 0.00 12,000.00 0.0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8,000.00 0.00 28,000.00 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802,635.84 5,802,635.84 0.00 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291,633.76 3,291,633.76 0.00 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624,587.59 2,624,587.59 0.00 0.0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624,587.59 2,624,587.59 0.00 0.0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454,313.56 454,313.56 0.00 0.00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2,170,274.03 2,170,274.03 0.00 0.00 

214 交通运输支出 50,671,704.98 33,013,377.54 2,758,327.44 14,900,000.00 

　　21401 公路水路运输 44,645,337.20 29,871,098.56 2,474,238.64 12,300,000.00 

　　　　2140101 行政运行 3,643,057.59 3,356,768.87 286,288.72 0.00 

　　　　2140106 公路养护 7,722,333.44 6,007,067.76 465,265.68 1,250,000.00 

　　　　2140112 公路运输管理 28,829,946.17 20,507,261.93 1,722,684.24 6,600,000.00 

　　　　2140199 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 4,450,000.00 0.00 0.00 4,450,000.00 

　　21402 铁路运输 4,780,936.10 2,448,722.98 232,213.12 2,100,000.00 

　　　　2140201 行政运行 2,680,936.10 2,448,722.98 232,213.12 0.00 

　　　　2140299 其他铁路运输支出 2,100,000.00 0.00 0.00 2,100,000.00 

　　21405 邮政业支出 1,245,431.68 693,556.00 51,875.68 500,000.00 

　　　　2140504 行业监管 1,245,431.68 693,556.00 51,875.68 500,0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990,212.24 4,990,212.24 0.00 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4,990,212.24 4,990,212.24 0.00 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4,990,212.24 4,990,212.24 0.00 0.00 



表6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部门经济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67,420,774.41 49,722,446.97 2,798,327.44 14,900,000.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48,592,543.97 48,592,543.97 0.00 0.00 

　　30101 基本工资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2,697,708.00 2,697,708.00 0.00 0.00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2,059,292.00 12,059,292.00 0.00 0.00  

　　30102 津贴补贴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2,132,384.00 2,132,384.00 0.00 0.00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552,756.00 4,552,756.00 0.00 0.00  

　　30103 奖金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74,772.00 174,772.00 0.00 0.00  

　　30103 奖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6,086.00 16,086.00 0.00 0.00  

　　30107 绩效工资 5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73,987.00 273,987.00 0.00 0.00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8,338,927.00 8,338,927.00 0.00 0.0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105,344.16 1,105,344.16 0.00 0.0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477,923.36 5,477,923.36 0.00 0.00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552,672.08 552,672.08 0.00 0.00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738,961.68 2,738,961.68 0.00 0.00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454,313.56 454,313.56 0.00 0.00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170,274.03 2,170,274.03 0.00 0.00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8,969.85 18,969.85 0.00 0.00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65,726.87 565,726.87 0.00 0.00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103 住房公积金 877,593.72 877,593.72 0.00 0.00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112,618.52 4,112,618.52 0.00 0.00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72,234.14 272,234.14 0.00 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7,548,007.44 439,680.00 2,798,327.44 14,310,000.00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520,000.00 0.00 70,000.00 450,000.00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90,000.00 0.00 280,000.00 810,000.00  

　　30202 印刷费 50201 办公经费 46,000.00 0.00 11,000.00 35,000.00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33,000.00 0.00 80,000.00 153,000.00  

　　30203 咨询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126,000.00 0.00 2,000.00 124,000.00  

　　30203 咨询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16,000.00 0.00 126,000.00 390,000.00  

　　30204 手续费 50201 办公经费 1,000.00 0.00 1,000.00 0.00  

　　30204 手续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0.00 0.00 1,000.00 0.00  

　　30205 水费 50201 办公经费 61,000.00 0.00 11,000.00 50,000.00  

　　30205 水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42,000.00 0.00 22,000.00 120,000.00  

　　30206 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151,000.00 0.00 21,000.00 130,000.00  

　　30206 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65,000.00 0.00 35,000.00 130,000.00  

　　30207 邮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164,000.00 0.00 2,000.00 162,000.00  

　　30207 邮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59,500.00 0.00 87,500.00 172,000.00  

　　30208 取暖费 50201 办公经费 291,000.00 0.00 1,000.00 290,000.00  

　　30208 取暖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10,000.00 0.00 10,000.00 400,00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50201 办公经费 671,200.00 0.00 1,200.00 670,000.00  



表6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部门经济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67,420,774.41 49,722,446.97 2,798,327.44 14,900,00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780,000.00 0.00 0.00 780,000.00  

　　30211 差旅费 50201 办公经费 890,000.00 0.00 90,000.00 800,000.00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90,000.00 0.00 240,000.00 650,000.00  

　　30213 维修（护）费 50209 维修（护）费 935,000.00 0.00 5,000.00 930,000.00  

　　30213 维修（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742,000.00 0.00 142,000.00 600,000.00  

　　30214 租赁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910,000.00 0.00 0.00 910,000.00  

　　30215 会议费 50202 会议费 32,000.00 0.00 22,000.00 10,000.00  

　　30215 会议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8,000.00 0.00 15,000.00 3,000.00  

　　30216 培训费 50203 培训费 42,000.00 0.00 12,000.00 30,000.00  

　　30216 培训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90,000.00 0.00 10,000.00 180,00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206 公务接待费 25,500.00 0.00 15,500.00 10,00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1,000.00 0.00 11,000.00 0.00  

　　30226 劳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549,850.00 0.00 19,850.00 530,000.00  

　　30226 劳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22,000.00 0.00 50,000.00 472,000.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360,000.00 0.00 10,000.00 350,000.00  

　　30228 工会经费 50201 办公经费 97,701.84 0.00 97,701.84 0.00  

　　30228 工会经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66,725.60 0.00 466,725.60 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0,000.00 0.00 40,000.00 40,00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60,000.00 0.00 0.00 160,0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01 办公经费 759,880.00 404,880.00 5,000.00 350,0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69,880.00 34,800.00 205,000.00 830,08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622,250.00 0.00 93,250.00 1,529,0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46,520.00 0.00 486,600.00 1,059,92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90,223.00 690,223.00 0.00 0.00 

　　30301 离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120,142.00 120,142.00 0.00 0.00  

　　30302 退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186,183.00 186,183.00 0.00 0.00  

　　30304 抚恤金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145,230.00 145,230.00 0.00 0.00  

　　30305 生活补助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217,668.00 217,668.00 0.00 0.00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21,000.00 21,000.00 0.00 0.00  

310 资本性支出 590,000.00 0.00 0.00 590,000.0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50306 设备购置 60,000.00 0.00 0.00 60,000.0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50601 资本性支出（一） 30,000.00 0.00 0.00 30,000.00  

　　31003 专用设备购置 50601 资本性支出（一） 500,000.00 0.00 0.00 500,000.00  



表7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52,520,774.41 49,722,446.97 2,798,327.4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134,269.60 9,094,269.60 40,00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9,134,269.60 9,094,269.60 40,000.00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2,000.00 0.00 12,000.0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8,000.00 0.00 28,00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802,635.84 5,802,635.84 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291,633.76 3,291,633.76 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624,587.59 2,624,587.59 0.0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624,587.59 2,624,587.59 0.0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454,313.56 454,313.56 0.00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2,170,274.03 2,170,274.03 0.00  

214 交通运输支出 35,771,704.98 33,013,377.54 2,758,327.44 

　　21401 公路水路运输 32,345,337.20 29,871,098.56 2,474,238.64 

　　　　2140101 行政运行 3,643,057.59 3,356,768.87 286,288.72  

　　　　2140106 公路养护 6,472,333.44 6,007,067.76 465,265.68  

　　　　2140112 公路运输管理 22,229,946.17 20,507,261.93 1,722,684.24  

　　21402 铁路运输 2,680,936.10 2,448,722.98 232,213.12 

　　　　2140201 行政运行 2,680,936.10 2,448,722.98 232,213.12  

　　21405 邮政业支出 745,431.68 693,556.00 51,875.68 

　　　　2140504 行业监管 745,431.68 693,556.00 51,875.68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990,212.24 4,990,212.24 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4,990,212.24 4,990,212.24 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4,990,212.24 4,990,212.24 0.00  



表8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部门经济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52,520,774.41 49,722,446.97 2,798,327.44 

301 工资福利支出 48,592,543.97 48,592,543.97 0.00 

　　30101 基本工资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2,697,708.00 2,697,708.00 0.00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2,059,292.00 12,059,292.00 0.00  

　　30102 津贴补贴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2,132,384.00 2,132,384.00 0.00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552,756.00 4,552,756.00 0.00  

　　30103 奖金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74,772.00 174,772.00 0.00  

　　30103 奖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6,086.00 16,086.00 0.00  

　　30107 绩效工资 5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73,987.00 273,987.00 0.00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8,338,927.00 8,338,927.00 0.0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105,344.16 1,105,344.16 0.0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477,923.36 5,477,923.36 0.00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552,672.08 552,672.08 0.00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738,961.68 2,738,961.68 0.00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454,313.56 454,313.56 0.00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170,274.03 2,170,274.03 0.00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8,969.85 18,969.85 0.00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65,726.87 565,726.87 0.00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103 住房公积金 877,593.72 877,593.72 0.00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112,618.52 4,112,618.52 0.00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72,234.14 272,234.14 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238,007.44 439,680.00 2,798,327.44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70,000.00 0.00 70,000.00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80,000.00 0.00 280,000.00  

　　30202 印刷费 50201 办公经费 11,000.00 0.00 11,000.00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0,000.00 0.00 80,000.00  

　　30203 咨询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2,000.00 0.00 2,000.00  

　　30203 咨询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26,000.00 0.00 126,000.00  

　　30204 手续费 50201 办公经费 1,000.00 0.00 1,000.00  

　　30204 手续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0.00 0.00 1,000.00  

　　30205 水费 50201 办公经费 11,000.00 0.00 11,000.00  

　　30205 水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2,000.00 0.00 22,000.00  

　　30206 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21,000.00 0.00 21,000.00  

　　30206 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5,000.00 0.00 35,000.00  



表8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部门经济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52,520,774.41 49,722,446.97 2,798,327.44 

　　30207 邮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2,000.00 0.00 2,000.00  

　　30207 邮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7,500.00 0.00 87,500.00  

　　30208 取暖费 50201 办公经费 1,000.00 0.00 1,000.00  

　　30208 取暖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00.00 0.00 10,00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50201 办公经费 1,200.00 0.00 1,200.00  

　　30211 差旅费 50201 办公经费 90,000.00 0.00 90,000.00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40,000.00 0.00 240,000.00  

　　30213 维修（护）费 50209 维修（护）费 5,000.00 0.00 5,000.00  

　　30213 维修（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42,000.00 0.00 142,000.00  

　　30215 会议费 50202 会议费 22,000.00 0.00 22,000.00  

　　30215 会议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000.00 0.00 15,000.00  

　　30216 培训费 50203 培训费 12,000.00 0.00 12,000.00  

　　30216 培训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00.00 0.00 10,00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206 公务接待费 15,500.00 0.00 15,50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1,000.00 0.00 11,000.00  

　　30226 劳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19,850.00 0.00 19,850.00  

　　30226 劳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000.00 0.00 50,000.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10,000.00 0.00 10,000.00  

　　30228 工会经费 50201 办公经费 97,701.84 0.00 97,701.84  

　　30228 工会经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66,725.60 0.00 466,725.6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0,000.00 0.00 40,0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01 办公经费 409,880.00 404,880.00 5,0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39,800.00 34,800.00 205,0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3,250.00 0.00 93,25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86,600.00 0.00 486,60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90,223.00 690,223.00 0.00 

　　30301 离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120,142.00 120,142.00 0.00  

　　30302 退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186,183.00 186,183.00 0.00  

　　30304 抚恤金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145,230.00 145,230.00 0.00  

　　30305 生活补助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217,668.00 217,668.00 0.00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21,000.00 21,000.00 0.00  



表9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一、政府性基金拨款 一、科学技术支出 一、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一、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二、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四、节能环保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四、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五、城乡社区支出     其他资本性支出 五、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六、农林水支出 二、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六、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七、交通运输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七、对企业补助

八、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八、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九、金融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九、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十、其他支出     债务付息及费用支出 十、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十一、转移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十一、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资本性支出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十三、转移性支出

十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对企业补助 十四、预备费及预留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十五、其他支出

    其他支出

三、上缴上级支出

四、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表10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简介

合计          14,900,000.00 

1 全额          14,900,000.00 

　　215001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4,450,000.00 

　　　　 专用项目           4,450,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4,450,000.00 

　　　　　　　　 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经费           3,050,000.00 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经费主要是单位履职日常工作需要所需办公费、差旅费等

　　　　　　　　 局机关办公楼改造及修缮经费             900,000.00 

对办公楼暖气管道及电路系统升级改造完成，可以有效解决供暖管道老化带来的

供暖不足问题，电路系统升级完成解决电线老化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重新规划
以适用现代工作环境。

　　　　　　　　 榆林交通广播电台运行经费             500,000.00 

通过媒体实时播报交通路况、进行交通知识普及、宣传我市铁路、机场、公路等

重点项目建设、公路养护管理升级、交通运输服务变化、邮政物流发展、行业管

理及改革新举措等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状况，可以为市民出行提供及时有效信

息，方便快捷；缓解上下班交通高峰压力、增加市民交通安全知识；展示我市交
通运输取得的成就，扩大我市交通影响力，助力我市交通事业的发展。

　　215002 榆林市农村公路发展中心           1,250,000.00 

　　　　 专用项目           1,250,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750,000.00 

　　　　　　　　 专项业务经费             750,000.00 
2022年度完成全市农村公路养护监督检查工作，保障单位正常办公及各项工作顺

利开展

　　　　　　 专项资金             500,000.00 

　　　　　　　　 农路中心办公楼改造及修缮经费             500,000.00 完成榆林市农村公路发展中心办公大楼维修

　　215003 榆林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3,200,000.00 

　　　　 专用项目           3,200,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3,200,000.00 



表10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简介

合计          14,900,000.00 

　　　　　　　　 专项业务经费           3,200,000.00 

通过开展车辆维修检测从业人员培训信息化信用体系建设运行预监测；公共汽车

出租汽车行业管理的事务性工作；运输安全生产应急处置环保治污信访维稳投诉
咨询交通工程质量技术性指导、造价咨询等服务。有效净化运输市场秩序，营运

车辆行为得到有效规范，为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单位统一组织实施；

财政预算拨款。

　　215004 榆林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3,400,000.00 

　　　　 专用项目           3,400,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3,400,000.00 

　　　　　　　　 专项业务经费           3,400,000.00 

榆林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专项业务经费主要围绕交通运输整治所发生的一系

列支出。目的是查扣非法营运、涉牌涉证车辆，净化交通运输行业市场秩序，保
障市民的合法权益。

　　215005 榆林市铁路民航发展中心           2,100,000.00 

　　　　 专用项目           2,100,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2,100,000.00 

　　　　　　　　 专项业务经费           2,100,000.00 
开展航站楼北指廊工程、口岸联检单位用房项目、靖神铁路（孟红段）建设项目

以及运输结构调整等工作

　　215006 榆林市邮政业安全中心             500,000.00 

　　　　 专用项目             500,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500,000.00 

　　　　　　　　 邮政业安全管理业务经费             500,000.00 
重点开展对邮政快递企业的监督检查工作，全面开展邮政业消费者申诉业务，加
大宣传力度，对邮政快递行业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教育，保障榆林市邮政业信息与

服务平台的功能正常使用。



表11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财政拨款上年结转资金支出表
单位：元

预算单位
代码

预算单位
名称

预算项目名称 金额 功能分类科目代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分类科目代码 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项目类别 资金性质 备注

注：项目类别指基本支出或项目支出；资金性质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等。



表12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政府采购（资产配置、购买服务）预算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编码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购买服务内容 规格型号 数量

部门预算支出

经济科目编码

政府预算支出

经济科目编码 实施采购
时间

预算金额 说明

类 款 项 类 款 类 款



表13

2022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2021年 2022年 增减变化情况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会议费 培训费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会议费 培训费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会议费 培训费
小计

因公出国
（境）费用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小计

因公出国

（境）费
用

公务接待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小计

因公出国

（境）费
用

公务接待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

置费
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

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

费
合计  835,000.00  264,000.00        -    64,000.00  200,000.00        -    200,000.00  111,000.00  460,000.00  558,500.00  276,500.00     -    36,500.00  240,000.00     -    240,000.00  50,000.00  232,000.00  -606,500.00  -287,500.00     -    -27,500.00  -260,000.00  -300,000.00  40,000.00  -61,000.00  -258,000.00 

215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835,000.00  264,000.00        -    64,000.00  200,000.00        -    200,000.00  111,000.00  460,000.00  558,500.00  276,500.00     -    36,500.00  240,000.00     -    240,000.00  50,000.00  232,000.00  -606,500.00  -287,500.00     -    -27,500.00  -260,000.00  -300,000.00  40,000.00  -61,000.00  -258,000.00 

　　215001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85,000.00  55,000.00        -    15,000.00  40,000.00        -    40,000.00  20,000.00  10,000.00  85,000.00  55,000.00     -    15,000.00  40,000.00     -    40,000.00  20,000.00  10,000.00     -       -       -       -       -       -       -       -       -   

　　215002 榆林市农村公路发展中心  8,000.00  3,000.00        -     3,000.00  -          -          -    5,000.00   -    6,000.00  1,000.00     -    1,000.00     -       -       -    5,000.00     -    -2,000.00  -2,000.00     -    -2,000.00     -       -       -       -       -   

　　215003 榆林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
中心

 480,000.00  180,000.00        -    20,000.00  160,000.00        -    160,000.00   -    300,000.00  170,000.00  170,000.00     -    10,000.00  160,000.00     -    160,000.00   -       -    -310,000.00  -10,000.00     -    -10,000.00     -       -       -       -    -300,000.00 

　　215004 榆林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
支队

 101,000.00  101,000.00        -     1,000.00  -          -          -    10,000.00  90,000.00  170,000.00   -       -       -       -       -       -    10,000.00  160,000.00  69,000.00  -101,000.00     -    -1,000.00     -       -       -       -    70,000.00 

　　215005 榆林市铁路民航发展中心  161,000.00  25,000.00        -    25,000.00  -          -          -    76,000.00  60,000.00  94,500.00  50,500.00     -    10,500.00  40,000.00     -    40,000.00  12,000.00  32,000.00  -66,500.00  25,500.00     -    -14,500.00  40,000.00     -    40,000.00  -64,000.00  -28,000.00 

　　215006 榆林市邮政业安全中心  -       -          -          -    -          -          -     -     -    33,000.00   -       -       -       -       -       -    3,000.00  30,000.00  33,000.00     -       -       -       -       -       -    3,000.00  30,000.00 



表14—1

2022年市级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05

其中：财政拨款 305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加强公路、水路、城市道路运输市场安全监管，开展道路客运市场整治及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全面优
化交通运输服务供给，持续推进我市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工作，优化交通运输主要通道和重要枢纽节点布局，
促进各种交通运输方式融合，提升我市交通运输服务水平。

年度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各种安全检查次数 ≥120次

全年培训出租车从业人员 ≥850人

道路运输管理及交通物流业务宣传 ≥12次

质量指标

培训人员合格率 100%

车辆驾驶安全教育普及率 100%

公路建设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进度
9月底前≥80%；12月底
前≥98%

交通运输安全知识宣传频次 每月一次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助力我市交通经济大发展 有效助力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交通运输行业就业率 显著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公交车节能减排 效果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交通运输综合管理管理水平 长期保持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2%

职工满意度 ≥95%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表14—2

2022年市级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局机关办公楼改造及修缮经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额： 90

其中：财政拨款 90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对办公楼暖气管道及电路系统升级改造完成，可以有效解决供暖管道老化带来的供暖不足
问题，电路系统升级完成解决电线老化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重新规划以适用现代工作环境。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需修缮的卫生间个数 4个

维修改造面积 约5400平方米

质量指标 修缮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施工开始时间 2022年7月1日

施工期 三个月

完工时间 2022年12月底前完成

成本指标

维修材料费 40万元

人工费等 10万元

大暖管网改造费 4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集中整修项目
减少日常碎修带来的资金
流失，提高资金利用率

社会效益指标 提供舒适办公环境 正常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维修工程使用材料及工艺符合环保
要求百分率

100%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提高办公效益 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维修后满意率 90%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
应公开。



表14—3

2022年市级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榆林交通广播电台运行经费

市级主管部门 市交通运输局 实施期限 长期

资金金额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0

    其中：财政拨款 50

         其他资金

年度
目标

    通过媒体实时播报交通路况、进行交通知识普及、宣传我市铁路、机场、公路等重点项
目建设、公路养护管理升级、交通运输服务变化、邮政物流发展、行业管理及改革新举措等
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状况，可以为市民出行提供及时有效信息，方便快捷；缓解上下班交通
高峰压力、增加市民交通安全知识；展示我市交通运输取得的成就，扩大我市交通影响力，
助力我市交通事业的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享有本地直播节目档数 3档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纪实电视宣传片数量 一部

榆林市交通运输工作“十三五”回顾短片 一部

在《榆林新闻》栏目中，按需播发行业新闻
数量

全年不定量

质量指标

交通知识普及率 ≥80%

交通发展动态信息发布及时率 ≥99%

时效指标 播报高峰路况 实时播报

成本指标 运行费用投入 50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拓宽交通融资渠道，缓解资金与交通发展矛
盾，助力交通经济大发展

吸引投资、有效助力

社会效益
指标

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普及

提高民众对交通发展的认知度 提高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推动交通运输事业发展 有效推动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2%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
门也应公开。



表14—4

2022年市级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75

其中：财政拨款 75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目标1：完成全市农村公路养护监督检查工作，保障单位正常办公及各项工作开展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全年完成全市农村公路养护综合检查次
数

≥6次

监督检查全市农村公路里程 约30000公里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合格率 ≥92%

时效指标
按照实际进度及时对各县区养护工作检
查

至少季度完成后7日

成本指标 全市农村公路下乡检查、差旅等费用 75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沿线经济发展 大幅度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农村公路大幅度畅通 显著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环评要求达标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
标

项目适应交通需求率 显著提高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职工满意度 ≥92%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
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表14—5

2022年市级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农路中心办公楼改造及修缮经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0

其中：财政拨款 50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目标1：完成榆林市农村公路发展中心办公大楼维修工作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本年完成办公用房维修面积 1830.15平米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照工程实际进度支付款项 按进度支付

成本指标 维修经费 50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改善机关办公环境 大幅度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职工生命财产安全 显著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职工工作环境优化度 明显提升

办公大楼安全系数 显著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改善机关生存环境 显著提高

智能化办公 大幅度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职工满意度 ≥96%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
应公开。



表14—6

2022年市级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20

其中：财政拨款 320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通过开展机动车维修、检测及从业人员培训工作；道路运输行业信息化、信用体系建设与
应用管理、运行预监测工作;城市公交、出租车行业管理事务性工作;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应急
处置、环保治污、信访维稳、投诉咨询以及交通工程质量技术性指导、造价咨询等服务。有效
净化全市运输市场秩序，营运车辆行为得到有效规范，为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运输市场监督检查（信誉考评、隐患排
查、事故调查、两客一危企业站场、公
交出租，交通工程质量等）

300人∕次以上

行业监管对象和从业人员培训人数 3500人∕次以上

宣传印刷制作（标志牌、出租公交车标
贴证等）

30000份∕块

规范两站一场运输市场秩序出勤（汽车
站、火车站、飞机场）

600人∕次以上

质量指标

行业监管对象和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率 100%

运输市场监督检查和信誉考核出勤率 500人∕次以上

时效指标 按照年度目标计划安排时间阶段执行率 100%

成本指标 资金投入 320万元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监管企业运营正规，安全防范措施得
力，事故率下降

同比下降10%以上

市民乘坐营运车辆出行安全、方便、快
捷，经营者收入增长率

同比增长10%以上

社会效益指标
投诉、举报查处结案率 100%

社会公众出行调查满意率 90%以上

生态效益指标
有机废气治理（烤漆房）完成率 90%以上

老旧车辆淘汰完成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通过整治，运输市场监管正规有序，行
业稳定健康发展

长期性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行业监管对象和市民出行满意率达到 90%以上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
应公开。



表14—7

2022年市级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40

其中：财政拨款 340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持续开展道路客运市场、危运市场专项整治，加大对公路路政、水运、交通工程质量的执法检
查力度，加快交通运输综合执法信息化建设。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全年交通运输执法案件处罚率 
90 %（处罚数/立案数）

90%

指标2：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水运工程质
量监督100%全覆盖

100%

指标3：执法人员培训人员全年不少于
150人次

150人次

指标4：各类抄告违法信息处理率95% 95%

质量指标

指标1：按照执法程序完成案件办理手
续

行业标准

指标2：在监督下指导工程质量达标 行业标准

时效指标

指标1：严格按照交通运输执法程序规
定时间内完成

按时完成

指标2：6月30日前完成一批培训、12月
31日前完成一批培训

按时完成

成本指标
指标1：人均培训成本严格按照相关标
准执行

行业标准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维护运输市场的稳定，保障从
业人员合法权益

行业标准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使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事故
有效下降

行业标准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通过对汽车维修企业管理使相
关排放达标

行业标准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为交通运输事业长期健康发展
提供执法保障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受训执法人员满意度 95%

指标2：群众及从业人员满意度 90%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
应公开。



表14—8

2022年市级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10

其中：财政拨款 210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目标1：开展全市铁路、民航机场的规划、建设、管理、运用等协调服务工作，开展全市铁路、
机场建设前期及环境保障工作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航班通达城市 ≥33个

指标2：航线数量 ≥36条

指标3：旅客增长率 ≥3.8%

指标4：货邮增长率 ≥6%

指标5：电气化铁路运能 ≥5000万吨/年

质量指标
指标1：铁路航线网路布局合理 保持

指标2：工程项目建设合格率 1

时效指标
指标1：项目推进进度 12月底完成

指标2：资金支付进度 12月底支出达90%

成本指标 指标1：各项资金投入 210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优化铁路民航网路后直接经济
效果，主要包括提升本地区经济效益、
节约出行.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人民出行服务质量 提升

指标2：当地旅游产业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铁路建设、机场建设节约土地
资源

显著

指标2：推进行业节能减排效果 显著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持续推动榆林铁路民航事业高
质量发展

有所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旅客满意度 ≥90%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
应公开。



表14—9

2022年市级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邮政业安全管理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0

其中：财政拨款 50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通过技术应用创新，对邮政快递企业“三项制度”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整治和常态化监督检查，
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邮政和快递服务。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行业监管对象和从业人员培训 50人/次以上

信息宣传 ≥50万条

开展常态化检查 ≥50次

保证平台稳固运行 1个

质量指标
行业监管对象和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率 100%

邮政快递业申诉处理案件完结率 100%

时效指标 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完成项目改造 100%

成本指标

开展日常业务保障经费 31万元

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 6万元

信息宣传 4万元

平台专线网络租赁费 6万元

从业人员培训 3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通过技术应用创新，做好安全监管工
作，督促企业提高服务质量

有所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监督寄递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产品 显著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做好安全监管工作，督促企业提高服务
质量

长期保持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行业监管对象和人民群众满意率 ≥90%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
应公开。



表15

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单位）名称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年
度
主
要
任
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预算金额（万元）

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单位职能工作
    保障单位人员工资及日
常正常运转

5252.07 5252.07

专项业务经费

    搞好协调服务，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加强干线及农
村公路养管，加强道路运输
、物流及客运市场管理

1490 1490

金额合计 6742.07 6742.07

年度
总体
目标

    目标1：保障单位正常办公及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加强交通物流、道路运输及客货运市场的监督管理，搞好协调服
务，强力推进交通重点项目建设，全年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45.1亿元，全面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广大人民群众提
供良好的服务。
    目标2：通过购置办公设施及对部分办公楼进行维修改造，引进专业物业公司提供后勤保障服务，为职工创造一个舒
适、干净的工作环境。

年度绩
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各种质量检测次数 ≥120次

全年培训出租车从业人员 ≥850人

道路运输管理及交通物流业务宣传 ≥12次

航班通达城市 ≥30个

查扣非法营运车辆 ≥100辆

在《榆林新闻》栏目中，按需播发行业新闻数量 全年不定量

查扣异地营运车辆 ≥30辆

质量指标

公路建设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率 100%

培训人员合格率 100%

县公路技术状况指数分别达到 75.25

乡公路技术状况指数分别达到 73.18

村公路技术状况指数分别达到 61.52

时效指标

项目计划完成时限 10月底

资金支付进度 9月底前≥80%；12月底前≥98%

成本指标

费用支出标准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三公经费支出 只减不增

公用经费支出 只减不增

非刚性项目支出 压减15%以上

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投入资金 240321.08万元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助力我市交通经济大发展 有效助力

公路、铁路累计完成客货运量 较上年有所增加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养护运营管理水平 有效改善

新增就业岗位 较上年有所增加

提升公路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水平 得到提升

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普及

提高民众对交通发展的认知度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投放新能源公交车，节能减排效果 显著提高

促进工程实施、技术装备等节能降碳 效果显著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交通运输综合管理管理水平 长期保持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政风行风满意度 ≥95%

备注：1、年度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2、部门应公开本部门整体预算绩效。3、市县根据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情况，统一部署，积极推进。



表16

2022年专项资金总体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期限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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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1：

 指标2：

 ……

质量指标

 指标1：

 指标2：

 ……

时效指标

 指标1：

 指标2：

 ……

成本指标

 指标1：

 指标2：

 ……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

 指标2：

 ……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

 指标2：

 ……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

 指标2：

 ……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

 指标2：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

 指标2：

 ……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不管理本级专项资金的主管部门，应公开空表并说明。3、市县根据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情况 ，统一部署，积极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