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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负责全市沿江、沿海港口行政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1.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地实际，

制定有关港口管理的实施办法，并组织实施。 

2. 按照全市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会同有

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市港口发展规划、总体规划和各港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并组织实施。 

3.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全市港口岸线、陆域、水域

实施统一的行政管理。 

4. 负责组织全市港口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和管理

工作。承担全市港口建设项目及其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质量

监督和安全监管。 

5. 负责全市港口经营许可及监督管理。负责港口规费的

征收和代征。 

6. 负责协调抢险救灾、国防建设急需等国家重点物资港

口作业管理。负责沿海港区引航行政管理工作。 

7. 负责全市港口安全生产、港口设施保安履约工作监督

管理和港口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建立港口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的应急救援体系。 

8. 指导协调全市港口系统信息化建设工作。负责全市港

口统计和经济信息发布。组织开展港口技术标准和重大科技

项目的开发和运用。 

9. 负责港际间的交流和重大涉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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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情况 

1. 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规

费征稽处（财务处）、行政服务处（港务管理处、政策法规

处）、规划建设处、安全监管处、科技信息处、港口监察处

（港口监察支队），另按有关规定设立机关党组织。本部门

下属单位包括：南通市港口工程质量监督站、南通港沿海港区

引航站。 

 2.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纳入南通市港口管理局2018年

部门汇总决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3家，具体包括：南

通市港口管理局本级、南通市港口工程质量监督站、南通港沿

海港区引航站。 

三、2018年度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2018年，南通市港口管理局根据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向省

委、省政府及省交通厅领导积极汇报争取，形成《关于提升南

通港发展定位打造江苏新出海口的方案》，将南通港定位为长

三角继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之外的江海联运第三通道，未

来建设成为江苏新出海新通道和江海联动新引擎。这次发展定

位的全面提升，为南通港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南通

争当“一龙头三先锋”提供了战略支撑。 

在2018年全面深化港口一体化改革。南通港集团挂牌实体

化运行，沿江沿海港口优质资产注入南通港集团。通海现代化

集装箱港区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市区集装箱作业搬迁到通海港

区，与中远海运合资经营集装箱业务。开工建设横港沙现代化

散货港区，为市区段散货运输转移创造了条件。出台《关于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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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南通港集装箱运输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试行）》，营造了

打造沿江集装箱运输内贸枢纽中心、近洋集散中心、远洋分拨

中心的良好政策环境。 

洋口港区、通海港区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案获得交通运输

部、省政府联合批复，为如东金光生活用纸项目、海门招商局

豪华邮轮基地项目落户建设创造条件。积极谋划通州湾新出海

口建设，围绕中天钢铁、台塑等项目落户，协助推进通州湾港

口规划、航道、码头等涉港项目前期研究，完成小庙洪上延5万

吨级航道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正在编制通州湾网仓洪10万吨

级进港航道工可和港区三个港池的相关码头工程可研，通州湾

冷加沙30万吨级航道及码头建设条件研究、支撑腰沙冷家沙海

域通州湾港区开发决策关键技术研究、通海-通州湾港区铁路专

用线等一批专题同步开展。此外，洋口港区15万吨级航道一阶

段、吕四港区10万吨级航道二阶段完成主航道疏浚，通常港务、

长源物流、洋口港液化品码头二期工程等项目进展顺利。 

在2018年全年共完成货物吞吐量2.67亿吨，比上年增长

13.3%；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6000万吨大关，完成6063.1

万吨，占总吞吐量的22.7%。全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5.39万标

箱，同比增长24.5%。与此同时，全港共完成港口建设投资26.2

亿元，为年度计划的131%。 

在2018年全市沿江取缔53家非法码头，达到拆除、清场、

防反弹、复绿“四个到位”，共退出港口岸线4.6公里。天生港、

海门两个临时水上过驳区建成并投入使用，完成102台浮吊的分

类处置。港口8家危化品企业完成升级改造任务，1家危化品企

业形成转移方案。完成全市65家船舶修造厂污染防治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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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港口和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工作联单管理制

度和联合监管制度，启动船舶污染物监管信息平台建设。全港

新增高压岸电5套，低压岸电16套。 

2018年，南通市港口工程质量监督站共受理监督各类水运

工程17个，其中新开工项目4个，续建项目13个，已交工项目6

个。此外，推进违规工程整改项目2个，竣工验收项目3个。根

据交通运输部及省厅关于“品质工程”创建要求，深化品质工程

创建，通海港区码头一期工程通过施工安全专利申报和BIM技

术应用，“码头横梁施工模块化防护装置”获得国家实行新型专

利证书。吕四10万吨级进港航道二期工程以绿色品质为引领，

聘请海洋环境监测以及环保监理，有效保证了工程质量。全年

开展质量督查30多次，依托第三方检测单位，根据工程施工进

度适时同步开展中间质量检测，做到验证性关口前移，混凝土

实体强度指标合格率达到100%，通海码头一期工程及堆场前两

个标段、广汇引桥桥墩修复工程、京沪重工出运码头、东灶港

通用码头后方堆场、等10个项目通过交工质量鉴定。全年未发

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通海港区码头一期工程获交通部

2016-2017年度公路水运建设项目“平安工程”冠名，是我市水运

工程建设史上首次获得此荣誉。 

2018年，南通港沿海港区引航站全年累计引航各类中外船

舶490艘次，其中外贸船385艘次，内贸船105艘次，船舶引航总

吨3140万吨，船舶引航净吨1098万吨，引航里程达到13000海里。

与2017年同期相比，船舶引航总量增长了38.6%，各项数据均创

历史新高。其中，LNG船舶引航达231艘次，同比增长56.1%。

至此，以中石油接收站为主的南通沿海港区，已跃居全国L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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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首位。2018年度，全站延续安全生产的良好势头，未发生

一起引航安全事故，引航安全率达到100%。 

第二部分 南通市港口管理局2018年度部门决算

表 

    详见附件2018年度部门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18年度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南通市港口管理局2018年度收入、支出总计3254.34万

元，与上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减少168.22万元，减少4.92%。

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和缩减了公用经费。其中： 

（一）收入总计3254.34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3254.34万元，为当年从财政取得的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与上年相比减少

127.85万元，减少3.78%。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和缩减了公用

经费。 

2．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为南通市港口管理局收到上级

单位拨入的非财政补助资金。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3．事业收入0万元，为南通市港口管理局开展专业业务

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4．经营收入0万元，为南通市港口管理局在专业业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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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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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为南通市港口管理局附属

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与上年决算数相

同。 

6．其他收入0万元，为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

项收入。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7．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0万元，为事业单位用事业

基金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数额。主要为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

事业基金弥补当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8．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主要为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

资金。 

（二）支出总计3254.34万元。包括：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19.21万元，主要用于单位

人员经费。与上年相比增加19.21万元，增长100%。主要原

因是上年没有此类支出。 

2．节能环保（类）支出10.61万元，主要用于单位办公

费。与上年相比增加10.61万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上

年没有此类支出。 

3．交通运输（类）支出3057.61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运

行和日常工作开展。与上年相比减少247.15万元，减少7.48%。

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和缩减了公用经费。 

4．住房保障（类）支出166.91万元，主要用于住房公积

金、提租补贴及购房补贴。与上年相比增加49.11万元，增长

41.69%。主要原因是按相关文件规定提高了提租补贴基数、

标准和增加了相关人员的购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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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余分配0万元，为单位当年结余的分配情况，主要

是南通市港口管理局对非财政补助结余按规定计算缴纳的

企业所得税、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和转入事业基金等。与上

年决算数相同。 

5．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为单位结转下年的项目支出

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主要为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

安排的项目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

规定使用的资金。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港口管理局本年收入合计3254.34万元，其中：财

政拨款收入3254.34万元，占100%；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占

0%；事业收入0万元，占0%；经营收入0万元，占0%；附属

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占0%；其他收入0万元，占0%。 

财政拨款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图1：收入决算图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港口管理局本年支出合计3254.34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1336.01万元，占41.05%；项目支出1918.33万元，占

58.95%；经营支出0万元，占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

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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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
助支出

 

图2：支出决算图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南通市港口管理局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决算   

3254.34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减少167.91

万元，减少4.91%。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和缩减了公用经费。 

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反映的是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

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的总体情况，既包括使用本年从本级财

政取得的拨款发生的支出，也包括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南通市港口管理局2018年财政拨款

支出3254.34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与上年相比，

财政拨款支出减少167.91万元，减少4.91%。主要原因是人员

减少和缩减了公用经费。 

南通市港口管理局2018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2655.8万元，支出决算为3254.3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2.54%。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性基金预

算财政拨款为年中调整增加，支出决算包含政府性基金预算

财政拨款。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 

人大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年初预算为



 11  

0万元，支出决算为19.2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0%。决算数

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追加了专项人员经费。 

（二）节能环保支出（类）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款）其他节能环保支出（项）。年

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10.6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0%。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增加了专项办公费。 

（三）交通运输支出（类） 

1．公路水路运输（款）行政运行（项）。年初预算为

1188.95万元，支出决算为1169.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8.33%。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减少和控

制日常公用经费的使用。 

2．公路水路运输（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年

初预算为1282.15万元，支出决算为1255.09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97.89%。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部分跨年项

目，经费未使用完。 

3．公路水路运输（款）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11.4万元，支出决算为247.14万元。决算数大于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追加了港口公共应急物资储备建设、全

省港口安全检查装备建设等经费。 

4．港口建设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

航道建设和维护（项）。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100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追加了南通港吕四港

区进港航道上延二期工程前期测量及研究经费。 

5．港口建设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

其他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项）。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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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决算为286.28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追加

了港口应急储备物资、长江口北支顾园沙建港可能性研究、

南通港生态地图编制、南通港长江北支锚地及沿江相关锚地

调整研究、吕四港区进港航道上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委

托合同款费用。 

（四）住房保障支出（类） 

1．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年初预算

为77.14万元，支出决算为76.5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9.27%。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2．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年初预算为

96.16万元，支出决算为87.3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90.82%。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3．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年初预算为0

万元，支出决算为3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追加了相关人员购房补贴经费。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港口管理局2018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336.01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1178.58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

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

出、退休费、生活补助、奖励金、住房公积金。 

（二）公用经费157.43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

费、邮电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

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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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反映的是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支出的总体情况，既包括使用本年从本级财政取

得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发生的支出，也包括使用上年度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南通市

港口管理局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868.06万元，

与上年相比减少87.09万元，减少2.95%。主要原因是压缩公

用经费。南通市港口管理局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支出年初预算为2655.8万元，支出决算为2868.06万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107.99%。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的主要原因是追

加了专项人员经费和长江江苏段水上过驳专项整治省级奖

励经费。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港口管理局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

本支出1336.01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1178.58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

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

出、退休费、生活补助、奖励金、住房公积金。 

（二）公用经费157.43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

费、邮电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

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

费支出情况说明 

南通市港口管理局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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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决算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3.17万元，

占“三公”经费的15.66%；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10.4万

元，占“三公”经费的51.38%；公务接待费支出6.67万元，占“三

公”经费的32.96%。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决算支出3.17万元，年初没有此项

预算，比上年决算增加3.17万元，主要原因为上年没有因公

出国（境）费支出；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初没

有此项预算，为追加费用。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安排的出国（境）团组0个，累计1人次。开支内容主要为：

参团安排的交通和食宿费。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10.4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决算支出0万元，完成预算的0%，与

上年决算数一致；决算数与预算数一致。本年度使用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购置公务用车0辆。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支出10.4万元，完成预算

的61.54%，比上年决算减少6.77万元，主要原因为公务车数

量减少；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控制公务车使用频

次和范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主要用于公务车辆的油费、

过路过桥费和维修费用。2018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开支

运行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3辆。 

3．公务接待费6.67万元，完成预算的45.68%，比上年决

算减少3.9万元，主要原因为控制公务接待标准和公务接待次

数；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削减了公务接待费用。

其中：国内公务接待支出6.67万元，接待78批次，670人次，

主要为接待上级及相关单位来访和交流；国（境）外公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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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支出0万元，接待0批次，0人次。 

南通市港口管理局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

会议费决算支出3.24万元，完成预算的17.51%，比上年决算

减少1.33万元，主要原因为控制会议费用和会议规模；决算

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会议安排减少。2018年度全年召

开会议25个，参加会议370人次。主要为召开与港口工作相

关的会议。 

南通市港口管理局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

培训费决算支出5.32万元，完成预算的43.61%，比上年决算

减少2.16万元，主要原因为控制培训规模和培训人员费用；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培训次数和培训人员减少。

2018年度全年组织培训22次，组织培训44人次。主要为培训

与港口工作相关的内容。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港口管理局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

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本年收入决算386.28万元，本年支出决

算386.28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具体支出情况如下： 

1．交通运输支出（类）港口建设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

入安排的支出（款）航道建设和维护（项）支出决算100万

元，主要是用于南通港吕四港区进港航道上延二期工程前期

测量及研究委托合同款费用。 

2．交通运输支出（类）港口建设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

入安排的支出（款）其他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项）支出

决算286.28万元，主要是用于港口应急储备物资、长江口北

支顾园沙建港可能性研究、南通港生态地图编制、南通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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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支锚地及沿江相关锚地调整研究、吕四港区进港航道上

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委托合同款费用。 

十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38.81万元，比2017年

减少32.03万元，降低18.75%。主要原因是：控制“三公”经

费规模，压缩日常机关运行经费，提倡节俭办公。 

十二、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39.74万元，其中：政府采购

货物支出4.74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

支出35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39.74万元，占政府采购

支出总额的1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占

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0%。 

十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3辆，其中，省

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厅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一般公务用

车2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1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

他用车0辆；单价50万元（含）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

单价100万元（含）以上的专用设备0台（套）。 

十四、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本部门2018年度共0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涉及

财政性资金合计0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财政部门取得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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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拨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

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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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等资金在此反映。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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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属单位缴款：指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

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

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

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 

九、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对非财政补助结余资

金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减

少单位按规定应缴回的基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十、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

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

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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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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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上缴上级支出：指事业单位按照财政部门和主管

部门的规定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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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事业单位用财政补助收

入之外的收入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十六、“三公”经费：指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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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

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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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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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费

用。在财政部有明确规定前，“机关运行经费”暂指行政单位

（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

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