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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责

为全旗旗县、乡村公路畅通提供养护管理保障。农村公

路日常养护与大中修、公路养护质量监督检查与路况评

定、公路灾害抢修与保通、公路绿化、公路行业统计、公

路行业普查。

二、机构设置

1．主要职能。为全旗旗县、乡村公路畅通提供养护管

理保障。农村公路日常养护与大中修、公路养护质量监督

检查与路况评定、公路灾害抢修与保通、公路绿化、公路

行业统计、公路行业普查。

2．机构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1）独立编制机构。2020 年，本单位独立编制机构 1

个。

（2）独立核算机构。2020 年，本单位独立核算机构 1

个。

3．人员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0 年末职工人员情况，其中：在职人员 13 个，增

加（减少）0.00 个；离休人员 0 个，增加（减少）0.00

个；退休人员 0 个，增加（减少）0.00 个；其他人员 0



个，增加（减少）0.00 个，该类人员主要包括： 年末

遗属人员 0 人。

（二）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1、公路养护各项指标完成情况

农村公路养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农村公路路况稳

步提升，路容路貌有较好改观，农村公路服务水平显著提

升。 累计养护全旗境内农村公路 15209 公里，投入日常养

护资金 3119.64 万元；完成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619 公里，

投入养护工程费 2473 万元。“十三五”期末，农村公路优

良中等路占比达到 92.8%，农村公路列养率达 100%，县、

乡、村道日常养护率 100%，等级公路养护覆盖率、经常性

养护率全面达到 100%。农村公路养护清除路面积雪 4302 公

里；撒铺防滑沙 6591m³、路面融雪盐 292 吨；清理农村公

路路面积沙 675259m³；农村公路沿线清理垃圾 98844 公

里；路肩培土：黏土 52365m³，砂砾 73548m³；各条农村公

路补水毁 169073m³；冷补料补坑槽 10510 ㎡；砂砾补坑槽

63719m³；增设急流槽 3694 道、拦水埂 73880 米；更换、

粉刷里程碑、百米桩 226 公里；整修公路标牌 1435 块；公

路巡查 866790 公里。

2、农村公路养护路况质量完成情况

（1）鄂旗呼和什里至宁夏陶乐(X632)优良路率

76.3%。

（2）苏力德至昂素(X648)优良路率 91.2%。



（3）苏米图至靖边(X628)评定里程优良路率 98%。

（4）毛布拉格至城川(X644)优良路率 91.1%。

（5）通史至城川(X663)优良路率 98%。

（6）其它乡道、村道优良中等路以上里程占比达到

89%。

（7）完成了X628、X632、X663、Y003、Y004、C012、

C024、C073 共 8 条 182.9 公里“四好农村路”示范路路

肩、边坡、排水、附属设施整修。

（8）完成了Y003 线路面热沥青碎石封层 15 公里；

C024 线路面热沥青碎石封层 12 公里。

（9）X628 等 8 条农村公路设置公路安全标牌 342 块；

设置各类宣传牌、公示牌 102 块；设置上墙制度、路长办

公室等牌匾 356 块。

3、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1）完成了Y004 布拉格至上海庙路面罩面工程 15 公

里，投入养护工程费 360 万元。

（2）完成了C023 巴拉庙至苏步井农村公路路面罩面工

程 3.55 公里，投入养护工程费 85 万元。

（3）完成了G338、X632、Y001、Y005、C037 五条公路

路面挖补工程 3861.1 平米，投入养护工程费 100 万元。

（4）完成Y006、Y007 两条农村公路路面挖补 9900

㎡、天然砂砾路肩硬化 18668m³，投入养护工程费 200 万

元。

4、排水设施改造工程



2020 年，在鄂旗呼和什里至宁夏陶乐(X632)线、三段

地至三道泉则（Y003）线、布拉格至上海庙（Y004）线、

上海庙至大套子(C006)线、新寨子至苏坝海子（C024）

线、昂敖线K20 至巴彦希里（C072）线、新寨子至高潮畔

（C032）线、昂素至葫芦素（C196）线 8 条农村公路新建

急流槽 1600 道、拦水埂 24000 米，投入资金 110 万元。

5、农村公路小修保养

农村公路挖补路面坑槽 1985 平米；修补水毁 37 万

方；清理路面积沙 39000 方；清理整治公路沿线环境 92800

公里。

6、加强全面养护，努力提升路况质量

（1）坚持预防性养护为重点，全力做好冬春季节的防

滑保畅工作。在春融季节，我段及早安排，组织生产技术

人员调查路况，确定预防性养护重点，落实重点防护路

段，及时组织人工、机械除雪防滑，处治路面病害。春运

期间清除路面积雪 1100 ㎞；撒铺防滑沙 956 方；路面撒融

雪盐 10.3 吨，减少了冰雪天气对公路的侵害，确保了春运

农村公路的安全畅通。

7、深化日常养护改革，全面提升路况质量。一是继续

启用了昂素、三段地、糜地梁、布拉格 4 个养护管理站，

将全旗所有农村公路划分为 4 个片区，承包给各养护管理

站养护。采取“日常养护费用包干，站长负总责，段里下

派长期工人协助站长管理；总体承包，超支不补，结余经

费做为绩效工资发给承包人”的承包方式；日常养护经费



按照“合同管理、计量支付、按质计酬、奖优罚劣”的方

式支付。二是调整养护重心，加大农村公路路肩与排水设

施整治力度，全年砂砾硬化路肩 208 公里，增设急流槽

1600 道、拦水埂 24000 米，确保了全旗管养农村公路排水

通畅，车辆通行安全。三是加强公路安全设施管护。对公

路沿线各类标志牌、里程碑、百米桩、警示柱等进行全面

维修养护，整修公路标志标牌 447 块。四是加大公路路域

环境整治力度，对公路沿线垃圾和堆积物进行集中清理整

治，全年共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32 次，清理公路沿线垃圾

92800 公里，确保了公路通行环境的整洁。

8、加强安全管理，竭尽全力保安全

2020 年，我段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源头管控的

工作原则，围绕“安全生产月”“防风险、除隐患、遏事

故”的主题，深入开展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与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有效保障了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安全形势的稳

定，全年生产安全无事故。

第二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 2020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公路管理段，财政拨款 629.63 万元，支出 629.63 万

元，其中人员经费 130.26 万元，公务费 14.36 万元，专项



费用 485 万元，无超支问题。

2020 年，公路管理段本年收入预算合计 629.63 万元，

比上年增加 228.41 万元，主要原因是创建全区“四好农村

公路”示范旗，打造示范路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支出与预算对比分析。

收入预决算对比情况。2020 年，部门收入预算合计

629.63 万元，收入决算合计 629.63 万元，年初预算与决

算收入差额 0.00 万元，预决算差异率为 0.00%。

二、关于 2020 年度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收支情况总体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收入总计 629.63 万元，其中：本年收

入合计 629.63 万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0.00 万元，年

初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支出总计 629.63 万元，其中：

结余分配 0.0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与 2019

年度相比，收入总计增加（减少）228.42 万元，增长（下

降）56.90%；支出总计增加（减少）228.42 万元，增长

（下降）56.90%。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创建全区“四好

农村公路”示范旗，打造示范路。

（二）关于 2020 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收入合计 629.63 万元，其中：财政拨

款收入 629.63 万元，占 100.00%；事业收入 0.00 万元，占

0.00%；经营收入 0.00 万元，占 0.00%；其他收入 0.00 万

元，占 0.00%。

（三）关于 2020 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支出合计 629.63 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 144.63 万元，占 23.00%；项目支出 485.00 万元，占

77.00%；经营支出 0.00 万元，占 0.00%。

（四）关于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629.63 万元，其

中：年初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支出总计 629.63 万元，

其中：年末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与 2019 年度相比，收

入增加 228.42 万元，增长 56.90%；支出增加 228.42 万

元，增长 56.90%。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创建全区“四好

农村公路”示范旗，打造示范路。

（五）关于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

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629.6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44.63 万元，占 23.00%；

项目支出 485.00 万元，占 77.00%。



（六）关于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44.63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130.26 万元，主要包括：基

本工资 105.62 万元、绩效工资 22.71 万元、其他社会保障

费 1.94 万元，较上年减少-0.81 万元，主要原因是：社保

和其他费用基数减少；公用经费 14.36 万元，主要包括办

公费 2.8 万元、水费 0.2 万元、电费 1.16 万元、邮电费

1.7 万元、取暖费 2.4 万元、差旅费 1.78 万元、培训费 1

万元、福利费 0.82 万元，较上年增加 4.21 万元，主要原

因一是：创建全区“四好农村公路”示范旗，打造示范

路，二是增加四个管理站电费和水费费用增加。

（七）关于 2020 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

明

1、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为 0.00 万

元，支出决算为 0.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00%，其中：因

公出国（境）费预算为 0.00 万元，支出决算为 0.00 万

元，完成预算的 0.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为

0.00 万元，支出决算为 0.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00%；公

务接待费预算为 0.00 万元，支出决算为 0.00 万元，完成

预算的 0.00%。



2、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0.00 万元，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00 万元，占 0.00%；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0.00 万元，占 0.00%；公务接待费支

出 0.00 万元，占 0.00%。具体情况如下：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00 万元。全年因公出国

（境）团组 0 个，累计 0 人次。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0.00 万元。其中：公

务用车购置支出 0.00 万元，车均购置费。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支出 0.00 万元，车均运维费 0.00 万元，财政拨款开

支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0 辆。

公务接待费支出 0.00 万元。其中：国内公务接待费

0.00 万元，接待 0 批次，共接待 0 人次。国（境）外接待

费 0.00 万元，接待 0 批次，共接待 0 人次。

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部门组织对 2020 年度一般

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 1

个，共涉及资金 10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

的 100%；组织对“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项目 ”1 个项目开展



了部门评价，从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质量和项目效

益四个方面，通过数据采集，调研访谈等方式，对 2020 年

鄂托克前旗公路管理段农村公路日常养护项目进行了客观

评价，项目总体得分 89.8 分。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我部门 2020 年根据设立的绩效目标，运用合理的评价

方法，对预算资金支出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持续性

进行客观公证的评价，项目资金严格控制在预算标准内，

在部门决算中反映“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项目 ”1 个一般公共

预算项目。

1.农村公路日常养护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

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89.8 分，绩效评级为良。全年预

算数为 10 万元，执行数为 1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在

农村公路养护项目中，项目投资不足，实际投资金额与计

划数额差距较大，有待进一步提升。建议在项目初步计划

的基础上，做好前期调研及评估工作，根据实地调研和评

估工作结果，充分预估实际需求，并准确评估项目投资成

本，据此测算项目总体投资成本，使得项目预计建设规模

以及投资金额尽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吻合，确保项目计划的

科学性；同时，应当全面、充分论证财政承受能力，确保

项目资金能够完全到位，使得项目具有实际可行性。



附件

2：

鄂托克前旗公路管理段（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0 年度）

专项（项目）名称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费 负责人及

电话

赵占荣 13974402386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主管部门 鄂托克前旗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 鄂托克前旗公路管理段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

算数

（A）

全年执行

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 100000 100%

其中：中央补助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100000 100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县道优良路率 85%，乡道村道优良中等路以上里

程占比达到 75%

县道优良路率 90.9%，乡道村道优良中等路以上

里程占比达到 89%

绩效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全年完成

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费
3081.8 公

里

3081.8 公

里

质量指标

路肩边坡整理，路面

养护，桥涵构造物维

护，沿线附属设施维

护，日常保洁，基础

台账资料

达到规范

标准

达到规范

标准

时效指标
2020 年 12 月 20 日完

成

完成率

100%

完成率

100%

成本指标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费
973 元/公

里

973 元/公

里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农牧业经济以及

运输业的发展，降低

农牧业资源运输的成

本，缩小城乡经济差

距

效益率 80% 效益率 80%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农村牧区道路条

件，方便群众出行，

使农村牧区群众生活

提供方便。

效益率 80% 效益率 80%

生态效益指标

通过“四好农村路”

绿化、美化建设，有

效改善农村公路生态

效益率 80% 效益率 8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公众满意度 95% 95%

…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请填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和中央补助、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

资金等。



2.定量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填写本地区实际完成数。财政和主管部门汇总时，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

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3.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进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

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 100%-80%(含 80%)、80%-60%(含 60%)、60%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4.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填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三）部门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农村日常养护项目主要根据全旗农村公路养护实际情

况以及农牧民实际需求，经计划后确立开展；绩效目标方

面，该项目填报的绩效目标合理，绩效指标基本明确；资

金投入方面，项目预算编制不够科学，计划投资金额与实

际投资金额差异较大；资金管理方面，预算资金已全部拨

付到位，预算执行率 100%，项目资金使用合规，项目单位

财务制度健全；组织实施方面，项目执行过程中主要以可

参照的相关法规作为管理制度，组织分工明确；经济效益

方面，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对农村牧区经济发展带动效果显

著；社会效益方面，农村公路日常养护项目的开展，使得

各嘎查村之间、以及嘎查村与乡镇主干道路联通更为顺

畅，有效提升了当地农牧民出行效率以及出行的安全性；

可持续影响方面，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后续管理工作落实到

位，项目可持续效果总体较好；满意度方面，当地农牧民

群众对于该项目的总体满意度较高。项目总体得分为 89.8

分，绩效评级为“良”。

四、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 2020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00 万元。

本部门 2020 年度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14.36 万元，比

2019 年增加 4.21 万元，增长 41.50%。主要原因是：一是

创建全区“四好农村公路”示范旗，打造示范路，二是增

加四个管理站电费和水费费用增加。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 2020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合计 0.00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0.0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00 万

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00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14 辆，其

中，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 辆，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

车 6 辆,主要用于：交通综合执法大队超限超载和巡查用

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其他

用车 8 辆，主要是用于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和巡查。单位价

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

上专用设备 0 台（套），比 2019 年增加 2 台（套），主要

原因是农村公路养护里程增加，增加巡查车辆。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

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

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

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

教育收费等资金。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

收入，包括未纳入财政预算的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

入、租金收入、捐赠收入、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出租收入

等。各单位从本级财政部门以外的同级单位取得的经费、

从非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经费，以及行政单位收到的财政

专户管理资金。

（五）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使用以前年度

积累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金额。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支出预算因客观条

件变化未执行完毕、结转到本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

资金。

（七）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

所得税以及从非财政拨款结余中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

业基金等。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

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未全部执行或未执行，结转到

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

金。

（九）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人员经费指

政府收支分类经济科目中的“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公用经费指政府收支分类经济科目中除“工资福

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外的其他支出。

（十）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一）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

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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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



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

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

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

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

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

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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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支出

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十四）工资福利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反

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

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十五）商品和服务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

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

产的支出、战略性和应急储备支出）。

（十六）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

级）：反映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十七）资本性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反映

非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



略性和应急性储备、土地和无形资产，以及构建基础设

施、大型修缮和财政支持企业更新改造所发生的支出。

第四部分 决算公开联系方式及信息反馈渠道

本单位决算公开信息反馈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盛秀峰 联系电话：0477-76225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