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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南昌市交通运输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市交通运输局是主管交通运输工作的市政府组成部门，主要

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交通行业的法律、法规和

政策。结合本市实际，组织起草全市交通行业的地方性法规

草案、地方政府规章草案，制定有关制度、办法及实施细则

并监督实施。

（二）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各项交通运输规划、计划。结

合本市实际，负责编制全市交通行业中长期总体发展规划及

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公共交通、客运出租汽车、区域综合运

输等专项路网、场站点设置规划并组织落实；负责制定全市

客运出租车特许经营权指标投放计划；负责全市重大重点建

设项目及配套设施交通影响评价方案的审查工作。

（三）承担道路运输市场监管责任。对全市道路运输行

业实行监管，综合平衡交通运输需求；负责全市公路客货运

输、城市客运、出租车营运的行业管理和稽查；优化城乡公

共交通、客货运线路网络及站场布局，审批公路客货运、城

市公共交通出租车客运、驾培、维修等企业的市场准入；培



训公路客运、出租车客运、货物运输、汽车维修等从业人员；

参与组织协调重大节假日旅客运输和抢险物资、救灾物资、

重点物资、交通战备物资运输。

（四）承担水路运输市场监管责任。负责全市水运市场

准入、管理和稽查；保护和管理岸线资源；按照港口规划，

建设码头及配套设施，对水上客货运输进行行业管理。

（五）承担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监管工作。依照法定权限，

组织、指导、协调并监督全市交通行业的行政执法及管理工

作；规范船舶建造市场，打击非法违规造船，保障船舶的建

造质量。

（六）承担交通运输建设市场监管工作。拟定全市交通

建设管理政策、技术标准，培育、管理交通建设市场；对全

市交通建设项目、公路养护、路政运政进行行业管理；监督

管理全市交通建设项目履行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和招投标、工

程造价、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工作。

（七）指导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对全市经营性道路

运输源头安全、水上交通安全和交通企事业单位内部安全管

理进行综合指导与监督，督促法人安全责任制的落实。

（八）指导交通运输行业科技和信息化工作。制定全市

交通运输行业科技政策，督促行业企业引进和推广使用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负责本级交通行业信息化、智能化的



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负责全市综合交通信息资源与公众

需求信息的整合处理与协调工作。

（九）负责编制交通资金预决算并监督执行。制定全市

交通行业投融资政策和交通建设年度投资计划，对全市交通

财政拨款、预算外资金以及其他专项资金的筹集、管理、下

拨、使用进行监督；负责全市交通运输行业综合统计、预测

及信息引导工作；负责交通国有资产的监管；指导检查全市

交通行业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

（十）负责本局系统组织人事管理。对机关、事业单位

人事、劳动工资和机构编制、职工培训工作进行管理；负责

局直属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指导交通行业人

才预测、劳动社会保障工作；指导交通行业职业技能、技术

教育工作；指导交通行业协会、学会工作及职工队伍建设；

指导和督促全市公路、水路行业进行体制机制改革。

（十一）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本部门、本系统

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十二）负责城市公共交通监管工作。负责制定和实施

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管理的政策、措施；负责对本市区域内城

乡公交客运、出租汽车客运和城市间道路班车客运、旅游客

运、包车客运和城市轨道客运以及相关旅游运输服务行业进

行监督管理；编制本市城市公共交通线网规划和制定城市公



共交通疏导方案；负责城市公共交通运营信息的调查、统计

及发布，设置、调整公共交通汽车线路；负责城市公共交通

运营服务质量投诉处理的监督指导；组织有关部门编制全市

城市公共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负责对违反《南昌市轨道

交通条例》等相关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

（十三）划入市公路管理局的公路管理职能，原市农业

局的渔船检验和监督管理职责。

（十四）承接省港航管理局南昌分局（地方海事局和船

舶检验局）的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检验等职能。

（十五）市公路运输管理处的道路运输管理职能，市港

航管理处的水路运输、港口管理职能，市城市客运管理处的

城市客运管理职能，市渡口管理所的渡口管理职能，市交通

工程质量监督站的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管职能，市交通运输

局拖养费稽查征费所（市农村公路管理所、市南安公路建设

管理处）的农村公路管理职能回归局机关。

（十六）强化“大交通”职责。负责推进全市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建设，统筹市内公路、水路行业发展，协调铁路、

民航建设，建立健全与全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相适应的制度

机制，优化市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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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落实安全生产方面职责。负责全市交通运输领

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指导检查交通运输行业落实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

（十八）负责落实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专项规划，统

筹公路、水路行业发展；负责本市轨道交通运营的监督管理

工作；承担铁路、航空建设涉及到地方的配合协调工作。

（十九）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本套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 7个，包括：南昌市交

通运输局、南昌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南昌市港航管理处、南昌市

城市客运管理处、南昌市农村公路管理所（南昌市交通局托养费

稽查征费所）、南昌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南昌市渡口管理所。

本部门 2020 年年末编制人数 278 人，其中行政编制 42 人，

事业编制 236 人；年末实有人数 508 人，其中在职人员 319 人，

离休人员 2 人，退休人员 187 人；年末其他人员 53 人，年末遗

嘱人员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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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收入总计 28440.55 万元，其中年初结转和

结余 11020.00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7719.92 万元，增长 37.26%；

本年收入合计 17420.54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642.83 万元，增

长 3.83%，其主要原因是：追加 2019 年度出租汽车油价补助资

金及公交都市创建项目经费。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17073.39 万元，占

98%；其他收入（含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上级补助收入）347.15

万元，占 2%。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支出总计 28440.55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合

计 22073.71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12373.08 万元，增长 127.55%，

其主要原因是：支付 2019 年度出租汽车油价补助及公交都市创

建项目；年末结转和结余 6366.84 万元，较 2019 年减少 4653.16

万元，下降 42.22%，主要原因是：2019 年未结清的项目在 2020

年度按合同支付完成。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5974.91万元，占27.07%；

项目支出 16098.79 万元，占 72.93%。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6790.11 万

元，决算数为 21684.1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9.15%，其中：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318.63 万元，决

算数为 434.9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36.51%,主要原因是：社

保缴费基数增加。

（二）城乡社区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5627.98 万元，决算数为

4817.2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5.59%,主要原因是：南昌公交

都市创建项目追加预算。

（三）交通运输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0582.94 万元，决算数

为 16114.6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52.27%,主要原因是：追加

2019 年度出租汽车油价补助资金。

（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万元，决算数为

58.3 万元，主要原因是：工作职能增加，追加预算。

（五）住房保障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45.57 万元，决算数为

245.5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预算。

（六）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5 万元，决

算数为 1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0%，主要原因是：2020 年受

疫情影响，该项工作延缓。2020 年 12 底已通过公共资源交易网

采取竞争性磋商方式确定供应商，由于当时财政支付系统已停止

办理业务，故该款项当年未能支付。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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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1.21

万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4887.71 万元，较 2019 年 3589.63 增

加 1298.08 万元，增长 36.16%，主要原因是：政府性奖励纳入

预算。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637.08 万元，较 2019 年减少 307.7

万元，下降 32.57%，主要原因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格控

制支出。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44.71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64.87 万元，增长 23.18%，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增加。

（四）资本性支出 11.71 万元，较 2019 年减少 84.13 万元，

下降 87.78%，主要原因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办公设施设备

购置经费减少。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年初预算数为 79.9 万元，决算数为 29.75 万元，完成预算的

37.23%，决算数较 2019 年增加 0.13 万元，增长 0.44%，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4 万元，决算数



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决算数较 2019 年增加 0万元，增长

0%。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2020 年度无因公

出国（境）支出。

（二）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5.62 万元，决算数为

0.63 万元，完成预算的 2.46%，决算数较 2019 年减少 0.16 万元，

下降 20.25%。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控

制“三公”经费，节约开支。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29.12 万元，其中公

务用车购置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0万元，完成预算的

0%，决算数较 2019 年增加 0 万元，增长 0%。决算数较年初预算

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2020 年度无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40.28 万元，决算数为 29.12 万

元，完成预算的 72.29%，决算数较 2019 年增加 0.29 万元，增

长 1%。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使用

年限已久，维修成本增加。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237.87 万元，较年初预

算数减少 119.29 万元，降低 33.40%，主要原因是：落实过紧日

子要求，办公设施设备购置经费减少。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209.93 万元，其中：政

府采购货物支出 33.95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万元、政府采

购服务支出 175.98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204.02 万元，

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97.18%，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102.7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48.92%。

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见公开

10 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表》。

本部门共有车辆 33 辆，其中，执法执勤用车 19 辆、其他用

车 14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南昌市农村公路管理所（南昌市交通

局托养费稽查征费所）一般公务用车 5辆，南昌市港航管理处稽

查船及趸船 7 艘，南昌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 1辆，南昌市渡口

管理所 1 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1台。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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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二级项目

10个，共涉及资金14986.08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

的100%。

组织对“南昌市公交都市创建项目”、“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监管”、“水路运输监管经费（网络维护费、劳务费）”、“出



租汽车管理经费”、“农村公路建设和危桥改造、新建桥梁”、

“交通工程质量监督、检测项目经费”6个项目开展了部门评价，

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058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我局2020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平均分94.30分，等级为“优”。总体我

局2020年度各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绩效目标设置清晰，

资金使用合规，执行有效，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对我局做好履职

的服务工作起到了充分保障作用。

组织对“南昌市交通运输局”、“南昌市公路运输管理处”、

“南昌市港航管理处”、“南昌市城市客运管理处”、“南昌市

农村公路管理所”、“南昌市渡口管理所”、“南昌市交通工程

质量监督站”等7个单位开展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试点，涉及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28206.22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我局各单位

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目标效果，预算编制

合理，预算执行严格按照年度工作计划进度执行，合理安排资金

支出，保证了预算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我部门今年在市级部门决算中反映南昌市公交都市创建项

目及出租汽车管理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1、南昌市公交都市创建项目绩效自评综述

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南昌市公交都市创建项目绩效自

评得分为 98.5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5627.98 万元，执行数为

4812.09 万元，完成预算的 85.50%。



主要产出：公交都市创建期间，我市新能源车实现从有到优

的跨越式发展。一是南昌新能源公交车辆达到 1598 辆，新能源

公交车辆占公交总体规模的比例达 39.3%，清洁能源公交车比例

从创建初期的 11.7%大幅提升到 77%；二是我市新建公交电子站

牌 120 个，合格率达 100%，并逐步加以推广，在北京东路、南

京西路、叠山路、香山路等客流、线路密级的路段公交站台设置

了 423 个 LCD 电子站牌，在施尧路、丰和中大道等路段公交路段

公交站台安装了 24 个墨水屏电子站牌。

主要效果：一是公交客运量达到 2亿人次；二是公交早晚高

峰运营时速大于 18 公里/小时；三是绿色公交车比例超过 50%；

四是中心城区公交机动化分担率提升至 60%。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经过多年的创建，南昌公共交通得到快

速发展，创建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当然也还存在一些短板和

不足，比如轨道交通规模还不够大，部分公交枢纽和公交专用道

受地铁线路建设时序影响，尚未建设到位等。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构建开放畅达的城际网络，实现有限

衔接到深度融合；二是打造更加立体高效的公交网络，实现公交

支撑到双快引领；三是创新更加优质多元的出行服务，实现底线

民生到优质民生；四是塑造更加绿色智慧的出行环境，实现传统

运输到现代服务；五是打造更具管理效能的治理体系，实现规模

增长到集约高效。

详见附件：附件 1《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出租汽车管理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



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出租汽车管理经费项目绩效自评

得分为 96.46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3145.15 万元，执行数为

296.04 万元，完成预算的 94.24%。

主要产出：一是完成服务质量考核 4次，二是组织驾驶员从

业资格考试 1.17 万人次，三是进行行业监管系统维护 2 次，四

是开展客运车辆服务设施安全检查 1.94 万辆次，五是客运服务

暗访检查次数 7 次，六是执法人员培训 2次，七是购置无线执法

平台 1 套。

主要效果：一是违章出租汽车整改落实情况达到 100%，二

是得到新闻媒介等的认可，2020 年度新闻正面报道达 36 篇。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2020 年度，我市出租汽车管理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部分工作因受疫情影响未

按照计划完成等。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加大出租监管平台建设，网约车和

传统出租车两种业态的和谐共存与持续发展；二是加强内部机

构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的相关制度和要求本着“勤俭

节约，保障运转”的原则进行预算，尽可能的全面不漏项，进一

步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详见附件：附件 1《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三）部门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我部门今年在市级部门决算中将《出租汽车管理经费项目支

出绩效评价报告》向社会公开。

详见附件：附件2《出租汽车管理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



告》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财政拨款：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19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

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行政单位离退休（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

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

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



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

反映按规定用于烈士或牺牲、病故人员家属的一次性和定期抚恤

金以及丧葬补助费；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安置（款）其他退役安

置支出（项）：反映退役士兵其他用于退役安置方面的支出；

7、城乡社区支出（类）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其他城乡

社区支出（项）：反映其他用于城乡社区方面的支出；

8、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行政运行（项）：

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9、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行政运行（项）：

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10、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公路运输管理

（项）：反映公路运输管理支出和公路路政管理支出；

11、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水路运输管理

（项）：反映水路运输管理支出；

12、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其他公路水路

运输支出（项）：反映其他用于公路水路运输方面的支出；

13、交通运输支出（类）成品油价格改革对交通运输的补贴



（款）对农村道路客运的补贴（项）：反映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

对农村道路客运的补贴；

14、交通运输支出（类）成品油价格改革对交通运输的补贴

（款）成品油价格改革补贴其他支出（项）：反映成品油价格改

革财政补贴对其他方面的支出；

15、交通运输支出（类）其他交通运输支出（款）其他交通

运输支出（项）：反映其他交通运输支出中除对公共交通运营补

助以外的其他支出；

16、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类）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

等支出（款）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项）：反映其他用

于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方面的支出；

1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

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18、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

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业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

住房的补贴；

1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类）应急管理事务（款）安



全监管（项）：反映安全生产监管方面的支出；

20、“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

是指市本级各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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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公出国（境）反映单位

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域市间交通、住宿费、伙食、

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

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科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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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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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

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附件 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南昌市公交都市创建项目

主管部门 南昌市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
市市政公用集团、市交

管局处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

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627.98 5627.98 4812.0892 10 85.50% 8.5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627.98 5627.98 4812.0892 — 85.50%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成功创建国家公交都市 已完成国家公交都市创建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
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20 分）

指标 1：建设公交电子站牌 100 个 120 个 10 10

指标 2：完成新能源公交车购
置 100 辆

100 辆 118 辆 10 10

质量指标
（15 分）

指标 1：公交专用电子站牌合
格率

≥95% 100% 10 10

指标 2：公交新能源车质量合
格率

≥100% 100% 5 5

时效指标
（5分）

指标 1：公交电子站牌 12 月
底前及时建设完成

12 月底 10 月 3 3

指标 2：新能源公交车 11 月
底前完成更新

12 月底 7月 2 2

成本指标
（10 分）

指标 1：公交电子站牌建设费
低于 6 万每个

低于 6万每
个

5.15 万
每个

5 5

指标 2：新能源公交车采购费
低于 70 万每台

低于 70 万
每台

63.4 万
每台

5 5

效益
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5分）

指标 1：公交客运量达到 2
亿人次

2 亿 2.15 亿 5

社会效益
指标（10分）

指标 1：公交早晚高峰运营时
速大于 18km/h

18km/h
18.2km/

h
10 10

生态效益
指标（10分）

指标 1 绿色公交比率超过
60%

60% 77% 10 10

可持续影响
指标（5分）

指标 1：中心城区公交机动化
分担率不断提升至 60%

60% 60.54% 5 5

满意
度
指标
(10
分）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10 分）

指标 1：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 83% 84% 10 10

总分 100 98.5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出租汽车管理经费

主管部门 南昌市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 南昌市城市客运管理处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

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94.15 314.15 296.04 10 94.24% 9.42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3.14 273.14 255.03 — 93.37% —

上年结转资金 41.01 41.01 41.01 — 100%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为促进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两种业态的和谐共存与持续

发展，需不断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为行业稳定、健康有

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切实解决民众“出行难”的问题，满

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

一是服务质量考核 4次，二是组织
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 1.17 万人次，
三是行业监管系统维护 2次，四是
客运车辆服务设施安全检查 1.94 万
辆次，五客运服务暗访检查次数 7
次，六是执法人员培训 2次，七是
购置无线执法平台 1套。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
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20 分）

指标 1：服务质量考核次数 4 次 4次 3 3

指标 2：出租汽车从业人员资
格考试人次数

2 万人次
1.17 万
人次

3 1.76

因疫情影
响，2-4 月
停止从业
人员考试

指标 3：行业监管系统维护次
数

2 次 2次 3 3

指标 4：客运车辆服务安全设
施检查车辆数

2 万辆次
1.94 万
辆次

3 2.03

因疫情影
响，2-3 月
未进行设
点检查

指标 5：客运服务暗访检查次
数

12 次 7次 3 1.75

因疫情影
响，2-5 月
未进行暗
访检查

指标 6：执法人员培训次数 2 次 2次 3 3

指标 7：购置无线执法系统 1 套 1套 2 2

质量指标
（15 分）

指标 1：出租汽车企业达标情
况

≥90% 90.32% 3 3

指标 2：出租汽车从业人员测
试效果

≥90% 92% 3 3

指标 3：行业监管系统维护验
收合格情况

=100% =100% 3 3



指标 4：客运车辆服务安全设
施合格情况

=100% =100% 3 3

指标 5：客运违章查处情况 ≤3% 1.78% 3 3

指标 6：执法人员培训情况 ≥95% =100% 2 2

时效指标
（5分）

指标 1：服务质量考核 每季度一次
按季完

成
1 1

指标 2：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
人员资格考试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完成
1.17 万
人次

0.5 0.5

指标 3：客运服务安全设施检
查

每季度一次
按季完

成
1 1

指标 4：客运服务质量暗访检
查

每月一次 7 次 0.5 0

因疫情影
响，2-5 月
未进行暗
访检查

指标 5：执法人员培训 每半年一次 2次 1 1

指标 6：行业监管系统维护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 次 1 1

成本指标
（10 分）

指标 1：行业监管系统运行费 ≤5 万元 5 万元 1 1

指标 2：行业监管系统维护及
升级费

≤10 万元 10 万元 0.5 0.5

指标 3：行业监管考察差旅费 ≤4.8 万元
0.33 万

元
0.5 0

因疫情影
响，减少外
出考察

指标 4：行业监管宣传制作费 ≤5 万元 4.4 万元 0.5 0.5

指标 5：行业监管宣传印刷费 ≤3 万元
2.16 万

元
0.5 0.5

指标 6：行业监管聘请法律顾
问费

≤2 万元 0.8 万元 0.5 0.5

指标 7：行业监管办公交通费 ≤1 万元
0.95 万

元
0.5 0.5

指标 8：出租汽车从业人员资
格考试考务费

=12 万元 10.42 0.5 0
按合同支

付

指标 9：道路运输证件工本费 ≤10 万元
8.38 万

元
0.5 0.5

指标 10：无线执法系统购置 ≤30 万元 15 万元 0.5 0.5 配套资金

指标 11：查扣违章车辆停车
费

≤20 万元
3.32 万

元
0.5 0.5

指标 12：执法暗访工作经费 ≤7.2 万元
1.32 万

元
0.5 0.5

指标 13：执法人员被装购置
费

≤1670 元/
人

=1670 元
/人

0.5 0.5

指标 14：执法人员稽查安全
防护用品

≤187.5元/
人

=187.5
元/人

0.5 0.5



指标 15：场站视频监控租赁
费

≤2.1万元/
月

2.05 万
元/月

0.5 0．5

指标 16：保障客运运力调度
客运车辆经费

≤400元/辆
天

=400 元/
辆天

0.5 0.5

指标 17：执法车辆运行维护
费

≤8800 元
7032.11

元
0.5 0.5

指标 18：执法设备维护费 ≤6 万元
5.86 万

元
0.5 0.5

指标 19：执法人员培训费 ≤0.4 万元
0.24 万

元
0.5 0.5

效益
指标
（30
分）

社会效益
指标（15分）

指标 1：新闻媒体报道 ≥24 篇 36 篇 15 15

可持续影响
指标（15分）

指标 1：违章出租汽车整改落
实情况

≥90% 100% 15 15

满意
度
指标
(10
分）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10 分）

指标 1：出租汽车企业满意情
况

≥90% 96% 4 4

指标 2：出租汽车从业人员满
意情况

≥90% 95% 3 3

指标 3：群众满意情况 ≥90% 91% 3 3

总分 100 96.46



出租汽车管理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项目名称： 出租汽车管理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实施单位： 南昌市城市客运管理处

主管部门： 南昌市交通运输局 （盖章）

评价机构： 南昌市交通运输局 （盖章）

评价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 05 月 26 日



项目绩效评价人员

姓 名 单 位 职称/职务 签 名

1 俞剑平 副局长

2 凌勇 办公室主任

3 吴涛 财务审计科科长

4 余晓歌 城市公共交通科科长

5 吴国华 规划建管科科长

6 颜家坤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评价组组长
(签名):

年 月 日

中介机构
（盖章）:

年 月 日

注：1.评价小组须不低于 3人，如未委托第三方机构，则最后一行无需填写；

2.所有评价人员必须亲笔签名，否则评价无效。



关于 2020 年度出租汽车管理经费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绩效管理水平，强化支出责任，提升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根据

《南昌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有关工作的通

知》（洪财办〔2021〕7 号）文件精神，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

法对单位申报项目预算时明确的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客观、公

正的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技术在出租汽车行业中也

得到了较为广泛地应用，为促进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两种业态

的和谐共存与持续发展，需不断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为行业

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切实解决民众“出行难”的

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

2、项目主要内容



出租汽车管理经费项目实施单位是南昌市城市客运管理处，为

经常性项目，项目主要是依据《江西省道路运输条例》、《南昌

市城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及《南昌市城市公共汽车电车客运管

理条例》，履行以下工作职责：一是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各级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有关城市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行业发展的方针、

政策，参与行业发展规划，科学合理规划城市公交线网、站点布

局和场站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结构，建立

健全行业行为规范和管理制度；二是依据国家和省市有关城市客

运管理的政策法规，对市区城市公共汽车客运、出租汽车客运和

汽车租赁行业实施监督管理，负责市区城市公交、出租汽车客运

企业和驾驶员的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及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考试、

继续再教育；三是负责市区公交、出租汽车客运行业的乘客投诉

查处工作。

3、项目实施情况

2020 年度，客管处以贯彻落实城市建管十大行动为抓手，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按年初计划有序的开展各项工作。一

是积极开展执法人员法制培训，严格落实《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

序规定》、《交通行政执法规范》以及《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执

法公示重大行政执法案件法制审核三项制度》等执法制度规范，

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事权和责任清单，规范执法行为；二是联合交

警、治安、属地运管所在重要场站实行“网格化管理”，全面开

展客运市场专项整治工作，2020 年度查处非法营运 543 起，客运



违法 1992 起，出租车异地经营 69 起；三是对全市出租汽车驾驶

员从业资格进行背景审查，对年度客运违章扣满 20 分、交通违章

扣满 12 分、重大违法犯罪行业的驾驶员进行清理，2020 年度组织

开展出租汽车从业资格申请理论考试 257 场，应用能力操作考试

128 场，1.17 人次参加从业资格考试;四是开展城市公共汽车企业

诚信考核和出租汽车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并将考核结果

进行通报抄告；对在岗驾驶员进行了年度考核，150 名驾驶员被评

为 AAA 级驾驶员，对有严重服务违章的 51 名驾驶员吊销服务证并

重新进行培训。

4、项目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0 年度出租汽车管理经费项目预算安排数 314.15 万元，其

中年初预算安排数 194.15 万元（含上年结转 41.01 万元），追加

经费 120 万元，项目资金于 2020 年度全部到位。

2020 年度出租汽车管理经费项目支出 296.04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交通运

输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贯彻落实省、市以及交通运输部门工作

部署，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出

行需求。

2、阶段性目标

2020 年度开展出租汽车行业专项整治活动，打击非法营运车



辆，建立完善出租汽车信用体系，强化服务质量考核，提升出租

汽车行业服务水平。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根据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和要求，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

价方法，客观、公正地对 2020 年度出租汽车管理经费项目支出进

行评价，以反映项目资金的绩效，通过绩效评价，树立绩效管理

理念，做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效益。

2、绩效评价对象

本次项目绩效评价对象是南昌市城市客运管理处预算管理的

财政性资金——出租汽车管理经费。

3、绩效评价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范围为 2020 年度财政拨付的出租汽车管理经

费。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

法、评价标准等

1、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应当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按

照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开公正原则。绩效评价应当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

要求，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



效进行，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与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

关系。

2、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决策指标、过程指标、产出指标及效

益指标四个部分，具体评价指标体系见《项目支出绩效评分表》。

3、评价方法

本项目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比较法，总分由各项指标得

分汇总形成。

（1）定量指标评定方法：与年初指标值相比，完成指标值的，

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要分析原

因，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要按照偏高适

度调减分值；未完成指标值的，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记分。

（2）定性指标评定方法：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

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

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80%-60%

（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下发通知，单位自评。绩效评价小组开展调查

研究、分析讨论并形成绩效评价工作方案，为后期的数据获取做

了充分的准备。

2.组织实施：通过座谈、到实地核查等方式了解项目实施情

况，整理项目相关资料，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3.分析评价：整理分析获取的基础数据等资料，依据制定的

评价标准进行评价指标打分，根据结果提出建议并完成绩效评价

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绩效相关的原则，

重点评价项目资金投入、项目组织管理、项目产出效果和效益、

项目持续影响力以及社会综合评价等五方面，得出 2020 年度出租

汽车管理经费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92.1 分，等级为“优”。详

细评分情况见附件（项目支出绩效评分表）。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类指标由 3 个二级指标、6 个三级指标和 10 个四级

指标构成，分值为 15 分，实际得分 15 分。项目决策类指标主要

考察项目立项依据的充分性和规范性；绩效目标设定的合理性和

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和资金分配合理性等。

1、项目立项指标

项目立项指标分值 5 分，实际得分 5 分。该项目立项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正常，符合行业发展规划

和正常要求，项目目标设立与单位履职相适应，立项文件符合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在项目立项过程中，严格

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重大项目安排和重大资金使用必须经

过集体讨论研究决定，项目决策过程合法合规。



2、绩效目标指标

绩效目标指标分值 5 分，实际得分 5 分。该项目在年初进行

了绩效目标申报，项目绩效目标在数量、质量、成本、时效等方

面设置了细化、量化的绩效指标，指标内容清晰合理，与实际工

作内容具有相关性，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

平。

3、资金投入指标

资金投入指标分值 5 分，实际得分 5 分。该项目预算编制经

过科学论证，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相匹配，资金测算依据充分，

分配额度合理，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过程类指标由 2 个二级指标、5 个三级指标和 7 个四级

指标构成，分值为 20 分，实际得分 18 分。项目过程类指标主要

考察项目资金到位、执行情况及资金使用合规性情况；项目组织

实施过程中管理制度健全性情况及制度执行有效性情况。

1、资金管理指标

资金管理指标分值 15 分，实际得分 13 分。2020 年度该项目

资金共 314.15 万元，实际到位 314.15 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100%，

2020 年度项目实际支出 296.04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4.24%，根

据评分规则，扣权重分 2 分.

2020 年度项目资金支出客管处严格遵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

管理制度以及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项目资金的拨付与

预算批复一致，资金支出通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合同规定的用



途使用资金，项目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等情况。

2、组织实施

组织实施指标分值 5 分，实际得分 5 分。该项目支出严格执

行国家有关财务管理规定及《南昌市城市客运管理处财务管理制

度》，费用支出手续齐全完备，项目相关合同书、验收报告等资

料已整理并及时归档。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类指标由 4 个二级指标、4 个三级指标和 31 个四级

指标构成，分值为 40 分，实际得分 34.1 分。项目产出类指标主

要是通过项目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指标来

考核项目完成情况。

1、产出数量指标

产出数量指标分值 10 分，实际得分 6 分。2020 年度，按年初

工作计划客管处完成了一是服务质量考核 4 次，达到了年初指标

值 4 次；二是组织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 1.17 万人次，由于疫情影

响未达到年初指标值 2 万人次，根据评分规则，扣权重分 2 分；

三是进行行业监管系统维护 2 次，达到年初指标值 2 次；四是客

运车辆服务设施安全检查 1.94 万辆次，由于疫情影响未达到年初

指标值 2 万辆次，根据评分规则，扣权重分 1 分；五是客运服务

暗访检查 7 次，未达到年初指标值 12 次，根据评分规则，扣权重

分 1 分；六是组织执法人员业务培训 2 次，达到年初指标值 2 次；

七次购置无线执法安全监管平台 1 套，达到年初指标值。

2、产出质量指标

产出质量指标分值 10 分，实际得分 10 分。2020 年度我市出



租汽车企业达标 90.32%，达到年初指标值 90%；出租车从业人员

测试通过率达到 92%，达到年初指标值 90%；行业监管系统维护验

收合格率为 100%，达到年初指标值 100%；客运车辆服务安全设施

合格率为 100%，达到年初指标值 100%；客运违章查处率为 1.78%，

比年初指标值下 3%下降 1.22%；执法人员培训出勤率 100%，达到

年初指标值 95%。

3、产出时效指标

产出时效指标分值 10 分，实际得分 9.7 分。2020 年度该项目

大部分都在计划完成时间内完成该项目各项工作，由于受疫情影

响，客运服务质量暗访检查工作未能每月开展一次，根据评分规

则，扣权重分 0.3 分。

4、产出成本指标

产出成本指标分值 10 分 ，实际得分 8.4 分。产出成本指标

共 19 个四级指标，由于受疫情影响，部分工作未能开展，主要是

行业监管考察差旅费、行业监管聘请法律顾问费、查扣违章车辆

停车费、执法暗访工作经费等指标扣分，根据评分规则，扣权重

分 1.6 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效益类指标由 2 个二级指标、2 个三级指标和 2 个四级指

标构成，分值为 20 分，实际得分 20 分。项目效益类指标主要是

反映项目实施取得的成效。

1、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分值 10 分，实际得分 10 分。社会效益指标年



度指标值为新闻媒体正面报道≥24 篇，实际完成 36 篇。

2、可持续效益指标

可持续效益指标分值 10 分，实际得分 10 分。可持续效益指

标年度指标值为违章出租汽车整改落实率达 90%，实际完成 100%。

（五）满意度情况

满意度指标分值 5 分，实际得分 5 分。满意度指标年度指标

值为群众满意情况≥90%，出租企业及从业人员满意情况≥90%，

2020 年度通过电话及问卷调查等方式，统计群众满意度为 91%，

出租车企业及从业人员满意情况分别为 96、95%。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2020 年度，在南昌市交通运输局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的领导下，

形成了财审处牵头，具体项目实施科室为主体的预算编制、评价

工作机制，预算编制、执行、监督、评价各工作环节均明确责任

和完成时限，有效保证各项工件的顺利推进，对预算、决算编制、

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及时解决绩效中出现的问题、规范预决算

编制和执行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0 年度，出租汽车管理经费项目因疫情影响，部分工作未

按照计划完成，但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

1、预算编制不算合理，产出成本核算不够准确；

2、绩效监控力度不足，预算执行力有待提高。

六、有关建议



1、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工作，参考上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科

学预测下一年度收支情况，进行科学合理单位预算编制。

2、建立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率。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南昌交通运输局

2021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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