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
数据支撑系统建设指南

（试 行）

按照《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车辆购置税收入

补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21〕50号）

有关规定，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支持普通省道和农

村公路的支出采用“以奖代补”方式，实行项目库管理制度。

交通运输部、财政部依托数据支撑系统开展普通省道和农村

公路“以奖代补”考核工作，考核结果作为资金分配的重要依

据。为指导各省份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建立

满足“以奖代补”考核需要的真实、动态、可考核的省级“以奖

代补”考核数据支撑系统（以下简称数据支撑系统），特制定

本指南。

一、建设目标

数据支撑系统应建设成为各省份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建设、养护、资金的综合管理系统，实现数据的末端上报、

自下而上和自动生成，实现交通运输部门、财政部门的交换

共享和交叉互审。以公路基础数据和电子地图为依托，利用

北斗、遥感、自动化检测等技术，实现项目计划、建设、养

护、资金安排等业务及时、动态、全流程综合管理，汇集日



常业务管理工作形成的业务数据，为“以奖代补”考核提供真

实、动态的数据支撑。

数据支撑系统逻辑框架如下图所示：

二、建设原则

（一）交财协作，共建共享。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财政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协同、合力建好数据支撑系

统，归集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计划、建设、养护、资金等数

据资源，打通交通、财政相关数据之间的关联节点，建立联

动共享机制，保障“以奖代补”考核实施工作。



（二）自下而上，系统管理。按照“谁花钱谁填数”“谁

管理谁负责”的原则进行数据采集，实现末端数据从建设单

位自下而上、层层上报，数据自动生成，构建并不断完善相

关数据的生长系统，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

（三）交叉审核，保证准确。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财政部门要明确职责分工，落实审核主体责任，建立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库，利用数据支撑系统对项目信

息等数据进行交叉审核，确保数据准确。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要抓紧按照《指南》

要求搭建系统，加强协作、明确责任、合力推进该项工作，

注重利用既有信息系统，通过整合完善、采集共享，减轻基

层负担，确保数据真实、动态、可考核。

三、主要建设内容

数据支撑系统以公路基础数据和电子地图为依托，展示

和反映辖区公路、桥梁、隧道、渡口等基础设施现状，乡镇、

建制村、自然村通达状态以及“十四五”规划任务完成情况、

年度计划目标任务完成情况、部级考核情况，年度奖补资金

下达和清算情况等，具备计划、建设、养护、财政投入资金、

政府采购等有关数据管理功能。具体内容包括：

（一）计划管理。

完成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建设、养护类项目计划的滚动编制和下达执行，管理项目基

本信息、前期工作情况、计划安排情况及执行情况。建设计



划项目应来源于项目库。

（二）建设管理。

实现对全省（区、市）建设项目的建设进度情况、资金

投入情况等业务的管理。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后，须及时更

新项目推进情况，按照月度和年度生成汇总数据和明细数据。

（三）养护管理。

实现对全省（区、市）养护工程项目实施进度情况、投

资完成额和日常养护支出额、完成工程量等业务的管理。养

护单位须及时更新养护项目推进情况，按照季度和年度生成

汇总数据和明细数据。

（四）财政投入资金管理。

实现对建设项目、养护工程以及日常养护工作涉及财政

资金投入情况的管理，做好与交通运输部门建设、养护到位

资金衔接，实现与交通运输部门相关数据的共享和交叉互审。

相关财政投入资金应区分上级政府对本级政府的税收返还、

转移支付资金和地方本级收入安排资金。

（五）公路基础数据和电子地图数据库。

加快推进利用路况检测设备、手持 APP终端等做好公路

基础数据的自动化采集，对接基于《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等规定生成的相关数据，实现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基础数据

和电子地图成果的更新使用，实现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面

技术状况评定情况、桥梁评定情况的管理。

（六）政府采购管理。



实现项目建设、养护工程以及日常养护等工作中招投标

信息和采购合同信息的管理。有关单位在完成相关工作时，

按照政府采购预算有关规定，须及时更新数据，实现项目全

链条进度动态跟踪和资金拨付进度动态跟踪。

四、地方各级部门任务分工

（一）省级交通运输、财政部门。

两部门共同负责汇总本省（区、市）“以奖代补”考核

数据上报至全国平台，计划单列市参照省级部门执行。

1.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建设和完善省级普通省道和农

村公路数据支撑系统，负责组织本级项目建设单位等填报

“以奖代补”考核指标明细数据，负责审核地市级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上报的“以奖代补”考核指标汇总数据和明细数据,

负责交叉比对“以奖代补”考核指标汇总数据和明细数据。

2.财政部门负责审核市级和省直管县财政部门报送的财

政投入相关数据，负责报送省级财政投入相关数据，负责交

叉比对“以奖代补”考核指标汇总数据和明细数据。

（二）地市级交通运输、财政部门。

两部门共同负责报送“以奖代补”考核指标汇总数据和

明细数据至上级主管部门。

1.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级项目建设单位等填报

“以奖代补”考核指标明细数据，负责审核县级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上报的“以奖代补”考核指标汇总数据和明细数据，

负责交叉比对“以奖代补”考核指标汇总数据和明细数据。



2.财政部门负责审核县级财政部门报送的财政投入相关

数据，负责报送地市级财政投入相关数据，负责交叉比对“以

奖代补”考核指标汇总数据和明细数据。

（三）县级交通运输、财政部门。

两部门共同负责报送“以奖代补”考核指标汇总数据和

明细数据至上级主管部门。

1.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填报或组织项目建设单位等填

报“以奖代补”考核指标明细数据，形成汇总数据，负责审

核“以奖代补”考核指标明细数据，负责交叉比对“以奖代

补”考核指标汇总数据和明细数据。

2.财政部门负责报送县级财政投入相关数据，负责交叉

比对“以奖代补”考核指标汇总数据和明细数据。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财

政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加强协调配合，认真研究制定具体

系统建设方案，细化分工，迅速行动，制定“路线图”“施

工表”，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时间节点，确保数据支撑

系统按时完成搭建和上线试运行。

（二）务求工作实效。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财

政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落实审核主体责任，打通交通运输、

财政相关数据之间的关联，建立联动共享机制，自下而上，

层层上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并不断完善相关数

据，实现考核所需的各类数据均可通过数据支撑信息系统取



数据，有力保障“以奖代补”考核实施工作。采取降低填报

频次、简化过程管理等方式，简化西藏自治区数据报送工作。

（三）建设长效机制。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财

政部门要按照整合共享、务实高效的原则，结合各自实际，

加快推进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管理相关系统信息化建设，提

升行业信息化水平。

附件：1.数据表和数据指标清单

2.省级“以奖代补”考核数据支撑系统数据及工

作流程图



附件 1：

数据表和数据指标清单

一、数据交换与共享

为确保实现部、省两级“以奖代补”考核数据的交换共享，

实现部、省两级数据互联互通，依托交通运输数据资源交换

共享与开放应用平台（以下简称交换共享平台），采用网络

服务接口实现数据交互。数据交换共享逻辑框架图如下：

省级“以奖代补”考核数据支撑系统的数据库通过数据同

步的方式更新到省级数据交换共享库内，省级系统通过调用

交换共享平台数据接口，将省级考核数据上报到部级交换共



享库内；部级系统通过实时数据同步、按需调用等方式使用

部级考核数据，或调用省级数据支撑的明细数据。

二、数据表清单
序号 数据内容 责任部门 填报范围

一 数据支撑表

（一） 建设项目情况

J1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信息表 交通 全国

J2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进度信息表 交通 全国

J3 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明细表 交通 除西藏以外地区

J4 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明细表 交通 除西藏以外地区

J5 危桥改造明细表 交通 全国

J6 建设项目路线明细表 交通 全国

J7 通硬化路乡镇明细表 交通 西藏

J8 通硬化路建制村明细表 交通 西藏

J9
涉密和非交通运输部门管理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

路建设信息表
交通 全国

（二） 养护情况

Y1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项目基本信息表 交通 全国

Y2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项目进度信息表 交通 全国

Y3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进度表 交通 全国

（三） 建设养护财政投入情况

C1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财政投入信息表 财政 全国

C2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项目财政投入信息表 财政 全国

C3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财政投入信息表 财政 全国

（四）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技术状况（年度）

JC1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段明细表 交通 全国

JC2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面技术状况明细表 交通 全国

JC3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明细表 交通 全国

二 部级考核交换表

（一） 建设任务

H1 年度建设计划情况表 交通 全国

H2 季度建设完成情况表 交通 全国

（二） 养护任务（年度）

H3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面技术状况汇总表 交通 全国

H4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汇总表 交通 全国

（三） 财政投入（季度）

H5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地方财政投入汇总

表
财政 全国

三、数据指标清单



（一）数据支撑表。

J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信息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建设项目编码

2 建设项目名称

3 行政区划代码

4 省（直辖市、自治区）

5 市（地、州）

6 县（区、市）

7 项目类型

8 建设项目总投资（万元）

9 填报单位代码

10 填报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1.普通省道建设；2.农村公路建设。

J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进度信息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月份

3 建设项目编码

4 建设项目名称

5 是否完工

6 自开工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万元）

7 自年初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万元）

8 本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万元）

9 自年初累计完成路面（公里）

10 本月完成路面（公里）

11 自年初累计新改建里程（公里）

12 本月新改建里程（公里）

13
自年初累计新增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个数（个） 乡镇通三级及以

上公路建设项目

14 本月新增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个数（个）

15
自年初累计新增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个数（个） 较大人口规模自

然村通硬化路建

设项目

16 本月新增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个数（个）

17 自年初累计改造危桥数量（座）

18 本月改造危桥数量（座）

19 自年初累计完成村道安防里程（公里）

20 本月完成村道安防里程（公里）

21 自年初累计新增通硬化路乡镇个数（个） 西藏自治区乡镇、



序号 指标 备注

建制村通硬化路

建设项目

22 本月新增通硬化路乡镇个数（个）

23 自年初累计新增通硬化路建制村个数（个）

24 本月新增通硬化路建制村个数（个）

25 填报单位代码

26 填报单位名称

J3.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明细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月份

3 建设项目编码

4 建设项目名称

5 本月新增通乡镇代码 与基础数据一致

6 本月新增通乡镇名称

7 填报单位代码

8 填报单位名称

注：仅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建设项目报送。

J4.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明细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月份

3 建设项目编码

4 建设项目名称

5 本月新增通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代码 与基础数据一致

6 本月新增通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名称

7 填报单位代码

8 填报单位名称

注：仅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建设项目报送。

J5.危桥改造明细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月份

3 建设项目编码

4 建设项目名称

5 本月改造桥梁代码 与基础数据一致

6 本月改造桥梁名称



7 填报单位代码

8 填报单位名称

注：仅危桥改造项目报送。

J6.建设项目路线明细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月份

3 建设项目编码

4 建设项目名称

5 新改建路线的路线编码 与基础数据一致

6 新改建路线的起点桩号

7 新改建路线的讫点桩号

8 填报单位代码

9 填报单位名称

注：路线建设类项目（含村道安防项目）报送。

J7.通硬化路乡镇明细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月份

3 建设项目编码

4 建设项目名称

5 本月新增通硬化路乡镇代码 与基础数据一致

6 本月新增通硬化路乡镇名称

7 填报单位代码

8 填报单位名称

注：仅西藏自治区乡镇通硬化路建设项目报送。

J8.通硬化路建制村明细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月份

3 建设项目编码

4 建设项目名称

5 本月新增通硬化路建制村代码 与基础数据一致

6 本月新增通硬化路建制村名称

7 填报单位代码

8 填报单位名称

注：仅西藏自治区建制村通硬化路建设项目报送。



J9.涉密和非交通运输部门管理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建设信息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月份

3 行政区划代码

4 省（直辖市、自治区）

5 市（地、州）

6 县（区、市）

7 项目类型

8 自年初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万元）

9 本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万元）

10 自年初累计新改建里程（公里）

11 本月新改建里程（公里）

12 自年初累计新增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个数（个）

13 本月新增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代码

14 本月新增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名称

15 自年初累计新增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个数（个）

16 本月新增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代码

17 本月新增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名称

18 自年初累计改造危桥数量（座）

19 本月改造桥梁代码

20 本月改造桥梁名称

21 自年初累计新增通硬化路乡镇个数（个） 仅西藏自治区填

报22 本月新增通硬化路乡镇名称

23 自年初累计新增通硬化路建制村个数（个）

24 本月新增通硬化路建制村代码

25 本月新增通硬化路建制村名称

26 填报单位代码

27 填报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1.普通省道建设；2.农村公路建设。

注：本表限（1）涉密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填报；（2）不由交通部门组织实施和

管理且不使用交通部门参与分配的财政性资金的项目填报。本表仅填报汇总信息，不填报项

目明细信息。

Y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项目基本信息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养护顼目编码

2 养护项目名称

3 行政区划代码

4 省（直辖市、自治区）



序号 指标 备注

5 市（地、州）

6 县（区、市）

7 项目类型

8 养护类型

9 养护总投资（万元）

10 养护内容

11 养护单位名称

12 填报单位代码

13 填报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1.普通省道养护；2.县道养护；3.乡道养护；4.村道养护。

养护类型：1.预防养护；2.修复养护；3.专项养护；4.应急养护。

Y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项目进度信息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季度

3 养护项目编码

4 养护项目名称

5 是否开工

6 是否完工

7 自年初累计投资完成额（万元）

8 本季度养护投资完成额（万元）

9 自年初累计完成里程（公里）

10 本季度完成里程（公里）

11 填报单位代码

12 填报单位名称

Y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进度信息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季度

3 行政区划代码

4 省（直辖市、自治区）

5 市（地、州）

6 县（区、市）

7 养护单位名称

8 养护道路行政等级

9 自年初累计日常养护支出（万元）

10 本季度日常养护支出总额（万元）

11 填报单位代码

12 填报单位名称

养护道路行政等级：1.普通省道；2.县道；3.乡道；4.村道。



C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财政投入信息表（财政）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月份

3 支出项目编码

4 支出项目名称

5 项目类型

6 自年初累计车辆购置税投入额（万元）

7 自年初累计其它中央资金投入额（万元）

8 自年初累计省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9 自年初累计地市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10 自年初累计县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11 自年初累计其它资金投入额（万元）

12 本月省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13 本月地市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14 本月县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15 本月其它资金投入额（万元）

16 填报单位代码

17 填报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1.普通省道建设；2.农村公路建设。

C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项目财政投入信息表（财政）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季度

3 支出项目编码

4 支出项目名称

5 项目类型

6 自年初累计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投入额（万元）

7 自年初累计其它中央资金投入额（万元）

8 自年初累计省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9 自年初累计地市级财政投人额（万元）

10 自年初累计县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11 自年初累计其它资金投入额

12 本季度省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13 本季度地市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14 本季度县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15 本季度其它资金投入额（万元）

16 填报单位代码

17 填报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1.普通省道养护；2.县道养护；3.乡道养护；4.村道养护。



C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财政投入信息表（财政）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季度

3 行政区划代码

4 省（直辖市、自治区）

5 市（地、州）

6 县（区、市）

7 养护单位名称

8 养护道路行政等级

9 自年初累计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投入额（万元）

10 自年初累计其它中央资金投入额（万元）

11 自年初累计省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12 自年初累计地市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13 自年初累计县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14 自年初累计其它资金投入额（万元）

15 本季度省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16 本季度地市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17 本季度县级财政投入额（万元）

18 本季度其它资金投入额（万元）

19 填报单位代码

20 填报单位名称

养护道路行政等级：1.普通省道；2.县道养护；3.乡道养护；4.村道养护。

JC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段明细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行政区划代码

2 省（直辖市、自治区）

3 市（地、州）

4 县（区、市）

5 路段代码

6 路线编码

7 所在行政区划代码

8 路线名称

9 起点名称

10 讫点名称

11 起点桩号

12 讫点桩号

13 路段里程

14 路段技术等级

15 路段路面类型

16 路基宽度



注：参照公路养护统计报表制度和农村公路基础设施统计调查制度。

JC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面技术状况明细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行政区划代码

2 省（直辖市、自治区）

3 市（地、州）

4 县（区、市）

5 路线编号

6 路线名称

7 起点桩号

8 终点桩号

9 检测方向

10 技术等级

11 路面类型

12 路段长度(米)
13 路面 PQI
14 检测方式

15 检测年度

16 填报单位代码

17 填报单位名称

注：参照公路养护统计报表制度和农村公路基础设施统计调查制度。

JC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明细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行政区划代码

2 省（直辖市、自治区）

3 市（地、州）

4 县（区、市）

5 桥梁名称

6 桥梁代码

7 桥梁中点桩号

8 路线编号

9 路线名称

10 桥梁全长

11 桥梁全宽

12 按跨径分类

13 按使用年限分类

14 技术状况评定等级

15 填报单位代码

17 路面宽度

18 填报单位代码

19 填报单位名称



序号 指标 备注

16 填报单位名称

注：参照公路养护统计报表制度和农村公路基础设施统计调查制度。

（二）部级考核交换表。

H1 年度建设计划情况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行政区划代码

3 省（直辖市、自治区）

4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额（万元）

5 普通省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额（万元）

6 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额（万元）

7 计划新改建里程（公里）

8 普通省道计划新改建里程（公里）

9 农村公路计划新改建里程（公里）

10 计划新增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个数（个）

11 计划新增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个数（个）

12 计划完成危桥改造数量（座）

13 计划完成村道安防工程里程（公里）

14 计划新增通硬化路乡镇个数（个） 仅西藏自治区填

报

15 计划新增通硬化路建制村个数（个） 仅西藏自治区填

报

16 填报单位代码

17 填报单位名称

注：按年度报送次年计划。

H2 季度建设完成情况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季度 一、二、三、四

3 行政区划代码

4 省（直辖市、自治区）

5 市（地、州）

6 县（区、市）

7 自年初累计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额（万元）

8 自年初累计普通省道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万元）

9 自年初累计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万元）

10 自年初累计新改建里程（公里）

11 自年初累计普通省道新改建里程（公里）

12 自年初累计农村公路新改建里程（公里）



序号 指标 备注

13 自年初累计新增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个数（个）

14 自年初累计新增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个数（个）

15 自年初累计完成危桥改造数量（座）

16 自年初累计完成村道安防工程里程（公里）

17 自年初累计新增通硬化路乡镇个数（个） 仅西藏自治区填

报

18 自年初累计新增通硬化路建制村个数（个） 仅西藏自治区填

报

19 填报单位代码

20 填报单位名称

注：根据 J2、J9表汇总。

H3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面技术状况汇总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行政区划代码

3 省（直辖市、自治区）

4 市（地、州）

5 县（区、市）

6 普通省道里程（公里）

7 普通省道评定里程（公里）

8 普通省道优良等路里程（公里）

9 普通省道优良路率（%）

10 农村公路里程（公里）

11 农村公路评定里程（公里）

12 农村公路优良等路里程（公里）

13 农村公路优良路率（%）

14 填报单位代码

15 填报单位名称

注：根据 JC1、JC2表汇总。

H4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汇总表（交通）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行政区划代码

3 省（直辖市、自治区）

4 市（地、州）

5 县（区、市）

6 普通省道桥梁数量（座）

7 普通省道桥梁长度（延米）

8 普通省道一二类桥梁数量（座）

9 普通省道一二类桥梁长度（延米）



序号 指标 备注

10 普通省道一二类桥梁比例（%）

11 农村公路桥梁数量（座）

12 农村公路桥梁长度（延米）

13 农村公路一二三类桥梁数量（座）

14 农村公路一二三类桥梁长度（延米）

15 农村公路一二三类桥梁比例（%）

16 填报单位代码

17 填报单位名称

注：根据 JC3表汇总。

H5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地方财政投入汇总表

（财政）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份

2 季度

3 行政区划代码

4 省（直辖市、自治区）

5 市（地、州）

6 县（区、市）

7 普通省道建设地方财政投入（万元）

8 农村公路建设地方财政投入（万元）

9 普通省道养护地方财政投入（万元）

10 农村公路养护地方财政投入（万元）

11 填报单位代码

12 填报单位名称

注：根据 C1、C2、C3表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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