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急

粤财综〔2021〕65 号

有关地级市财政局，有关财政省直管县（市）财政局：

为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按照预算管

理有关规定，现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对地方成品油税费改革转

移支付预算资金（详见附件 1）。此项资金收入列 2022 年度政府

收支分类科目“11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科目，支出列 2022 年度“214 交通运输支出”相关科目，其中，

普通国省道建设和重点经济网络公路列“2140104 公路建设”科

目，地方普通公路养护补助列“2140106 公路养护”科目，交通

运输统计专项列“2140110 公路和运输安全”科目。有关事项通

广东省财政厅文件

再以此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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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下：

一、各地财政部门应将上级财政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预计数

全额编入本级预算，做好 2022 年预计数分解下达相关工作。此

项资金待 2022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拨付使用。

二、请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好省补助资金，主要

用于普通公路建设养护等方面，严格科学管理和使用资金，切实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防止出现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

资金等行为。

三、请各地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在预算

执行过程中，对照本次下达的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行监控，确保

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

四、此次下达资金为直达资金，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

资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

向下级下达该项转移支付时，应单独下发预算指标文件，并保持

中央资金标识不变。同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登录有关指标

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账目

清晰、流向明确、资金直达基层。对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直达资

金又包含其他资金的，应在预算指标文件、指标管理系统中按资

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同时在指标系统中分别登录，并导入直达

资金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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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2 年中央对地方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预算

提前下达分配情况表

2.2022 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绩效目标表（普通国省

道建设）

3.2022 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绩效目标表（重点经济

网络公路）

4.2022 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绩效目标表（省对地方

公路养护等补助）

5.2022 年省级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保障支出绩效目标

表（交通运输专项统计）

广东省财政厅

2021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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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单位：元

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合计 3,505,380,000.00

一、各市合计 2,376,820,000.00

    广州市小计 601  39,370,000.00

        广州市本级 601001 2022年交通运输统计专项-广州市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00,000.00

        广州市本级 601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广州)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6,940,000.00

        广州市本级 601001 广州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030,000.00

    珠海市小计 603  9,100,000.00

        珠海市本级 603001 2022年交通运输统计专项-珠海市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00,000.00

        珠海市本级 603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珠海)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900,000.00

    汕头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4  165,680,000.00

        汕头市本级 604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汕头)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4,590,000.00

        汕头市本级 604001 汕头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30,000.00

        汕头市本级 604001 省道S503线金津大桥至盐鸿段路面改造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0,640,000.00

        汕头市本级 604001
国道G539线莲阳大桥至南澳大桥工程（南澳联络线
一期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8,710,000.00

        汕头市本级 604001 下埔大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310,000.00

    佛山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5  19,080,000.00

        佛山市本级 605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佛山)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4,950,000.00

        佛山市本级 605001 佛山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130,000.00

    韶关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6  251,470,000.00

        韶关市本级 606001 省道S347线新丰县梅坑至回龙段路面改造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2,250,000.00

        韶关市本级 606001 2022年交通运输统计专项-韶关市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00,000.00

        韶关市本级 606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韶关)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7,2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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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韶关市本级 606001 三门中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50,000.00

        韶关市本级 606001 江草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40,000.00

        韶关市本级 606001 小台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50,000.00

        韶关市本级 606001 国道G535线乐昌乐城至桥头段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30,870,000.00

        韶关市本级 606001 韶关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90,000.00

    河源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7  286,150,000.00

        河源市本级 607001 2022年交通运输统计专项-河源市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00,000.00

        河源市本级 607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河源)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5,000,000.00

        河源市本级 607001 石缺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70,000.00

        河源市本级 607001 赤光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90,000.00

        河源市本级 607001 国道G205线河源市热水至埔前段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14,140,000.00

        河源市本级 607001
省道S230线东源县叶潭镇双头村至吉布村段路面改
造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2,930,000.00

        河源市本级 607001 河源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900,000.00

        河源市本级 607001
省道S253线和平县阳明镇丰道至大楼段路面改造工
程（S253线K0+000～K7+332段）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4,520,000.00

        河源市本级 607001
省道S230线东源蓝口乐村至义合渡口段先行工程
（K25+570-K28+230）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7,800,000.00

    梅州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8  159,080,000.00

        梅州市本级 608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梅州)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0,660,000.00

        梅州市本级 608001 高陂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40,000.00

        梅州市本级 608001 金沙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60,000.00

        梅州市本级 608001 茅坪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70,000.00

        梅州市本级 608001 梅州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920,000.00

        梅州市本级 608001 省道S332线蕉岭县新铺墟至十二排段路面改造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4,230,000.00

        梅州市本级 608001
省道S223线梅县区客都大桥至高铁梅西站路面改造
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4,860,000.00

        梅州市本级 608001 S222线蕉岭县石子排至横町奇段路面改造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3,12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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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梅州市本级 608001
省道S224线梅县区雁洋雁上圆盘至黄坳段路面改造
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8,070,000.00

        梅州市本级 608001 新铺大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950,000.00

    惠州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9  61,780,000.00

        惠州市本级 609001 2022年交通运输统计专项-惠州市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00,000.00

        惠州市本级 609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惠州)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9,750,000.00

        惠州市本级 609001 小漠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90,000.00

        惠州市本级 609001 长坑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70,000.00

        惠州市本级 609001 惠州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40,000.00

        惠州市本级 609001 省道S259线新来庄至学堂岭段改建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9,960,000.00

        惠州市本级 609001 省道S387线K44+540～K49+665段路面改造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9,970,000.00

    汕尾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0  231,100,000.00

        汕尾市本级 610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汕尾)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6,890,000.00

        汕尾市本级 610001 长富左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20,000.00

        汕尾市本级 610001 汕尾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70,000.00

        汕尾市本级 610001 国道G236线汕尾城区段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03,020,000.00

    东莞市小计 611  18,410,000.00

        东莞市本级 611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东莞)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8,410,000.00

    中山市小计 612  15,380,000.00

        中山市本级 612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中山)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3,690,000.00

        中山市本级 612001 中山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690,000.00

    江门市小计 613  246,980,000.00

        江门市本级 613001 省道S386斗山那洲至端芬段改扩建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320,000.00

        江门市本级 613001 2022年交通运输统计专项-江门市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00,000.00

        江门市本级 613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江门)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0,850,000.00

        江门市本级 613001 大洞左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3,99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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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江门市本级 613001 大前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80,000.00

        江门市本级 613001 猫山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60,000.00

        江门市本级 613001 南昌二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60,000.00

        江门市本级 613001 江门潮连大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7,220,000.00

        江门市本级 613001 江门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940,000.00

        江门市本级 613001
省道S276云北线恩平禄平村至锦绣嘉园段改扩建工
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550,000.00

        江门市本级 613001 国道G240线台山大江至那金段改扩建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0,000,000.00

        江门市本级 613001 国道G240新会会城至牛湾段改建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5,610,000.00

    阳江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4  200,670,000.00

        阳江市本级 614001 2022年交通运输统计专项-阳江市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00,000.00

        阳江市本级 614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阳江)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6,010,000.00

        阳江市本级 614001 儒洞旧大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860,000.00

        阳江市本级 614001 阳江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30,000.00

        阳江市本级 614001 国道G325线阳江市江城坪郊至轮水段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0,000,000.00

        阳江市本级 614001
省道S540线阳江海陵大堤至溪头段（含阳江港大
桥）公路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6,370,000.00

    湛江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5  72,660,000.00

        湛江市本级 615001 大山江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3,870,000.00

        湛江市本级 615001 塘尾大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2,900,000.00

        湛江市本级 615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湛江)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5,090,000.00

        湛江市本级 615001 湛江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00,000.00

    茂名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6  165,710,000.00

        茂名市本级 616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茂名)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3,580,000.00

        茂名市本级 616001 大路街1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40,000.00

        茂名市本级 616001 麻岗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40,000.00

        茂名市本级 616001 茂名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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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茂名市本级 616001 国道G325线电白罗坑至观珠和平段改建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20,000,000.00

        茂名市本级 616001 平山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80,000.00

        茂名市本级 616001 李垌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80,000.00

    肇庆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7  94,710,000.00

        肇庆市本级 617001
省道S265线日光至渔涝段（封开县中线公路）路面
改造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1,050,000.00

        肇庆市本级 617001 省道S261线丰大至莲都段路面改造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1,740,000.00

        肇庆市本级 617001 2022年交通运输统计专项-肇庆市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00,000.00

        肇庆市本级 617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肇庆)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9,440,000.00

        肇庆市本级 617001 大沙立交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360,000.00

        肇庆市本级 617001 肇庆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20,000.00

    清远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8  124,600,000.00

        清远市本级 618001 2022年交通运输统计专项-清远市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00,000.00

        清远市本级 618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清远)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1,120,000.00

        清远市本级 618001 横江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70,000.00

        清远市本级 618001 红光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00,000.00

        清远市本级 618001 新洲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10,000.00

        清远市本级 618001 官田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40,000.00

        清远市本级 618001 四渡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70,000.00

        清远市本级 618001 隔水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20,000.00

        清远市本级 618001 中间塘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0,000.00

        清远市本级 618001 清远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40,000.00

        清远市本级 618001 省道S354线清新太和太平段路面改造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2,530,000.00

        清远市本级 618001 坑塘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30,000.00

        清远市本级 618001 大庙峡2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290,000.00

    潮州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9  63,500,000.00

-
 
8
 
-



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潮州市本级 619001 2022年交通运输统计专项-潮州市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00,000.00

        潮州市本级 619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潮州)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1,540,000.00

        潮州市本级 619001 白水小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20,000.00

        潮州市本级 619001 潮州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40,000.00

        潮州市本级 619001 省道S232线市区段改线外环桥及连接线道路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0,400,000.00

    揭阳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20  22,050,000.00

        揭阳市本级 620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揭阳)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0,870,000.00

        揭阳市本级 620001 揭阳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180,000.00

    云浮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21  129,340,000.00

        云浮市本级 62100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云浮)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6,210,000.00

        云浮市本级 621001 格木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30,000.00

        云浮市本级 621001 清水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70,000.00

        云浮市本级 621001 较长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20,000.00

        云浮市本级 621001 水口二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610,000.00

        云浮市本级 621001 云浮市桥涵标维护费用（省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0,000.00

        云浮市本级 621001 国道G324线云浮市腰古至茶洞段改线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0,000,000.00

二、省直管县合计 1,128,560,000.00

        顺德区 605004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顺德)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080,000.00

        南雄市 606006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南雄)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0,000.00

        南雄市 606006 主田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30,000.00

        南雄市 606006 省道S342线南雄全安镇至帽子峰段改建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5,690,000.00

        仁化县 606007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仁化)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90,000.00

        翁源县 606009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翁源)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90,000.00

        乳源瑶族自治县 606011 乳源县游公坑至老游溪改建工程（二期）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3,005,000.00

        乳源瑶族自治县 606011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乳源)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10,000.00

-
 
9
 
-



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乳源瑶族自治县 606011 桂坑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60,000.00

        龙川县 607005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龙川)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340,000.00

        龙川县 607005 官坑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0,000.00

        龙川县 607005 水坑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000.00

        龙川县 607005 瑶再一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80,000.00

        龙川县 607005 瑶坑二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30,000.00

        龙川县 607005 大佳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40,000.00

        龙川县 607005 凹贝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60,000.00

        龙川县 607005 旺宜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90,000.00

        龙川县 607005 欧田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00,000.00

        龙川县 607005 高场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50,000.00

        龙川县 607005 罗坳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900,000.00

        龙川县 607005 高涧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10,000.00

        龙川县 607005 二渡河一桥（左）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20,000.00

        龙川县 607005
省道S339线龙川县赤光至车田段路面改造工程（一

期）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8,120,000.00

        龙川县 607005
省道S238线河惠莞高速公路龙川黄鹤出口至紫市段
改造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940,000.00

        龙川县 607005 半径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50,000.00

        龙川县 607005 新街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60,000.00

        龙川县 607005 瑶坑一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10,000.00

        紫金县 607006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紫金)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360,000.00

        紫金县 607006 中艳三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0,000.00

        紫金县 607006 艳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90,000.00

        紫金县 607006 中洞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0,000.00

        紫金县 607006 锡山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0,000.00

        紫金县 607006 新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0,000.0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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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紫金县 607006 岩前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0,000.00

        紫金县 607006 径下沥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0,000.00

        紫金县 607006 九和大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500,000.00

        紫金县 607006 新坡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20,000.00

        紫金县 607006 省道S120线紫金好义杉树坳至林田冷水坑段改建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0,000,000.00

        紫金县 607006 小古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0,000.00

        紫金县 607006 下书二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0,000.00

        紫金县 607006 格岗沥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0,000.00

        连平县 607007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连平)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520,000.00

        连平县 607007 东叶陂左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240,000.00

        连平县 607007 大埠一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30,000.00

        连平县 607007 东叶陂右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20,000.00

        连平县 607007 桐岗二右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60,000.00

        连平县 607007 鸭麻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60,000.00

        兴宁市 608003
省道S226线兴宁市妇幼保健院至高速公路兴宁东出

口段改建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4,000,000.00

        兴宁市 608003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兴宁)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2,640,000.00

        兴宁市 608003 兴宁市鸭麻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20,000.00

        兴宁市 608003 兴宁市金龟嘴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50,000.00

        兴宁市 608003 田心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0,000.00

        兴宁市 608003 兴宁市黄竹坜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30,000.00

        兴宁市 608003
兴宁市宁江桥至合水旅游景区一江两岸河堤公路建
设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5,095,000.00

        大埔县 608007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大埔)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340,000.00

        大埔县 608007 大埔县双溪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90,000.00

        大埔县 608007
国道G235线大埔县三河镇区及西河茶笼至丰村段路
面改造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6,11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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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大埔县 608007 省道S227线大埔县高陂赤山至桃花段改建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2,350,000.00

        大埔县 608007 国道G235线大埔县胜坑至丰埔桥段改建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0,000,000.00

        丰顺县 608008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丰顺)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940,000.00

        丰顺县 608008 丰顺县冷水坑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80,000.00

        丰顺县 608008 斜背高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0,000.00

        丰顺县 608008 省道S227线丰顺县潭江出米田至留隍横居段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0,000,000.00

        丰顺县 608008 国道G355线丰顺县留隍至潘田段路面改造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3,110,000.00

        丰顺县 608008 国道G235线丰顺县砂田丰埔桥至三合段改建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97,030,000.00

        丰顺县 608008 石九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70,000.00

        五华县 608009 省道S340线五华县梅林镇优河村至龙村镇湖中村段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0,980,000.00

        五华县 608009
省道S508线郭田至双华段（原郭田至双华公路建设
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7,300,000.00

        五华县 608009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五华)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980,000.00

        五华县 608009 省道S223线五华县转水五星至华城万子段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4,730,000.00

        五华县 608009 省道S238线五华县长布至周江段路面改造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6,000,000.00

        五华县 608009 龙村大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400,000.00

        博罗县 609005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博罗)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310,000.00

        海丰县 610004 陈塘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80,000.00

        海丰县 610004 国道G324线海丰县城至梅陇段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6,200,000.00

        阳春市 614003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阳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760,000.00

        阳春市 614003 省道S539线阳春大道至广湛高铁阳春东站段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7,000,000.00

        阳春市 614003 龙湾大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390,000.00

        雷州市 615006 省道S373线雷州市榜山至唐家段路面改造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7,730,000.00

        雷州市 615006 国道G207线雷州市邦塘至白沙段改线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6,110,000.00

        廉江市 615007 营仔西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80,000.00

        徐闻县 615010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徐闻)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03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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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化州市 616006 红峰1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30,000.00

        广宁县 617006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广宁)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100,000.00

        广宁县 617006 军田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50,000.00

        广宁县 617006 三步水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70,000.00

        广宁县 617006 社坪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00,000.00

        广宁县 617006 九云一桥（右）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0,000.00

        德庆县 617007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德庆)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80,000.00

        德庆县 617007 德庆县荔枝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450,000.00

        封开县 617008 金装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70,000.00

        封开县 617008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封开)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540,000.00

        封开县 617008 赤黎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70,000.00

        怀集县 617009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怀集)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600,000.00

        怀集县 617009 坑尾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0,000.00

        怀集县 617009 渡头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70,000.00

        怀集县 617009 高斜滩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70,000.00

        怀集县 617009 庙坪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50,000.00

        怀集县 617009 怀集县南双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50,000.00

        英德市 618004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英德)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630,000.00

        英德市 618004 英德市沙岗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30,000.00

        英德市 618004 塘旺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120,000.00

        英德市 618004 国道G358线英德市英城至大湾段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0,000,000.00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618007 国道G323线连山永和江头至鹰扬关段路面改造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9,960,000.00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618007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连山)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90,000.00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618007 月九中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30,000.00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618007 白沙小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0,000.00

-
 
1
3
 
-



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连南瑶族自治县 618008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连南)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70,000.00

        连南瑶族自治县 618008 连南瑶族自治县回龙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980,000.00

        饶平县 619003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饶平)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060,000.00

        饶平县 619003 溁溪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300,000.00

        普宁市 620004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普宁)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650,000.00

        揭西县 620005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揭西)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950,000.00

        揭西县 620005 省道S239线揭西钱坑至金和段路面改造工程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1,830,000.00

        惠来县 620006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惠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690,000.00

        惠来县 620006 丁田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70,000.00

        罗定市 621003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罗定)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220,000.00

        罗定市 621003 金滩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820,000.00

        罗定市 621003 罗镜桥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580,000.00

        新兴县 621004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新兴) 2300253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270,000.00

-
 
1
4
 
-



附件2

地区：广州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203.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0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桥涵标维护（座） 24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15 -



地区：佛山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413.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0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桥涵标维护（座） 51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16 -



地区：中山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169.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0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桥涵标维护（座） 30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17 -



地区：惠州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3,183.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35.901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危桥改造（座） 2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18 -



地区：肇庆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5,122.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29.511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危桥改造（座） 13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19 -



地区：江门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21,593.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81.841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危桥改造（座） 5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20 -



地区：汕头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14,109.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度
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41.09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危桥改造（座） 1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21 -



地区：韶关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23,993.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106.562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危桥改造（座） 5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22 -



地区：湛江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15,189.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45.31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危桥改造（座） 3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23 -



地区：茂名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12,256.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18.568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危桥改造（座） 5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24 -



地区：梅州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59,732.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235.963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危桥改造（座） 13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25 -



地区：汕尾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23,089.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41.09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危桥改造（座） 1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26 -



地区：河源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38,727.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137.645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危桥改造（座） 34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27 -



地区：阳江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21,365.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59.035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危桥改造（座） 2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28 -



地区：清远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24,658.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86.225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危桥改造（座） 14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29 -



地区：潮州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4,306.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5.212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危桥改造（座） 2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30 -



地区：揭阳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1,368.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5.914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危桥改造（座） 1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31 -



地区：云浮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普通国省道建设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10,953.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公里） 34.898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国省道危桥改造（座） 6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32 -



附件3

地区：梅州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重点经济网络公路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3,509.5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公路建设（公里） 30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33 -- 33 -



地区：韶关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重点经济网络公路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1,300.5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公路建设（公里） 8.967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34 -- 34 -



附件4

地区：广州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3,694.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1292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6651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35 -- 35 -



地区：珠海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890.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265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1019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36 -- 36 -



地区：佛山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1,703.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859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3952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37 -- 37 -



地区：东莞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1,841.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408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4471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38 -- 38 -



地区：佛山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1,369.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352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2195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39 -

中山

- 39 -



地区：惠州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3,106.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1379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11216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40 -- 40 -



地区：肇庆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5,956.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2195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11549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41 -- 41 -



地区：江门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3,085.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1900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7274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42 -- 42 -



地区：汕头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2,459.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583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3223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43 -- 43 -



地区：韶关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3,826.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2472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13915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44 -- 44 -



地区：湛江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4,912.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1754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20275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45 -- 45 -



地区：茂名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4,358.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1986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16572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46 -- 46 -



地区：梅州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4,856.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3085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16970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47 -- 47 -



地区：汕尾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2,689.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713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4836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48 -- 48 -



地区：河源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4,022.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2270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14351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49 -- 49 -



地区：阳江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2,977.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1132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9304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50 -- 50 -



地区：清远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4,411.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2390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17309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51 -- 51 -



地区：潮州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2,660.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630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4602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 52 -- 52 -



地区：揭阳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3,116.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905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6316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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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云浮

专项名称 2022年省级交通建设资金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对地方公路养护等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万元）

                                                             3,070.00 

年度目标（2022）
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等年
度建设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助普通国省道养护（公里） 1329

数量指标 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公里） 7161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是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
通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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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

政策任务 省级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保障支出

省级业务
主管部门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资金类型 专项资金

资金需求 2022年金额 300万元

用途范围 用于交通运输专项统计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交通运输统计管理规定》（交通
运输部令〔2018〕20号），交通运输部、省统计局印发的相关统计调查制度。

总体绩效目
标

年度绩效目标
按时保质报送交通运输行业相关统计报表和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分析报告。确保数据质
量，无发生统计数据质量引发的重大问题。

实施周期绩效目
标

按时保质报送交通运输行业相关统计报表和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分析报告。确保数据质
量，无发生统计数据质量引发的重大问题。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实施周期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形成交通运输经济运
行分析报告

每季度一份 每季度一份

形成年度交通运输统
计汇编资料

每年一份 每年一份

交通运输行业统计报
表

按照交通运输部
、省统计局等统
计制度要求的数

量完成

按照交通运输部
、省统计局等统
计制度要求的数

量完成

时效指标

交通运输行业统计报
表按时上报率

100% 100%

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分
析报告按时上报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形成我省公路水路交
通运输行业固定资产
投资统计和运输生产

统计数据

每月公布 每月公布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因交通运输统计数据
问题引发社会公众的

投诉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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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交通运输厅，省档案馆，财政部广东监管局。

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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