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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州省安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根据《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安顺市及所辖县（区）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黔委厅字〔20l9〕

8 号）、《中共安顺市委、安顺市人民政府关于安顺市市级机构

改革的实施意见》（安市发〔20l9〕6 号）和《中共安顺市委、

安顺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安顺市大数据

发展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安

市办通字〔2019〕41 号）文件对我局主要职责进行了明确，共

分 19 项：

1.承担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职责，拟订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和

政策措施，研究协调解决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拟订并

组织实施工业发展规划，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推进高

新技术与传统工业改造结合。

2.承担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的职责，协调建设中的

重大问题；拟订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规划、计划和政策措施

并组织实施；推动工业领域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共享及互联

互通；指导协调工业企业信息化发展和信息应用，运用新一代信

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3.拟订工业行业规划、计划和产业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提

出优化产业布局、结构的政策建议；贯彻执行相关地方性法规、

规章、行业技术规范和标准；组织开展工业、工业和信息化融合

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4.监测分析工业经济运行态势并发布相关信息，进行预测预

警和信息引导；协调解决行业运行发展中的有关问题并提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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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负责工业应急管理、产业安全有关工作。

5.负责提出工业、工业和信息化融合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

向（含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提出申报中央、省级财政性建设

资金的建议；拟订市级财政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管理和安排建

议；按照规定权限承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备案和上报工

作。

6.贯彻落实高新技术产业中涉及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

息制造业等的规划、政策和标准，组织开展国家和省级、市级重

大技术攻关项目及有关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组织开展工业、信息

化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工作；指导行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推

进产学研结合，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承担企业技术中心、制造

业创新中心和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技术创新体系培育工作。

7.负责工业行业管理；承担装备制造业组织协调的职责，指

导引进重大技术装备的消化创新；推进工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的

发展；参与军民两用技术成果推广、相互转化和产业化以及配合

做好工业领域军民融合重大项目建设工作;负责盐业行业管理工

作；指导协调烟草工业和专卖管理工作;承担原材料行业管理工

作，提出全市重要矿产资源保障的政策措施，协调解决原材料工

业生产要素的供应保障；指导行业质量管理和品牌建设工作；指

导工业领域行业协会工作；依法开展民爆物品生产销售安全的监

管；负责指导相关行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推进相关行业安全生

产规程、标准的贯彻落实。

8.组织拟订工业园区发展规划及政策措施，负责工业园区规

划布局；监测分析工业园区发展情况，指导推进工业园区产业定

位和工业园区发展；协调解决工业园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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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9.拟订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负责

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和城镇集体经济的指导、综合协调工作，

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城镇

集体经济的相关政策措施，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按规定管理用于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类财政性资金。

10.拟订工业和信息化年度节能计划、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

生产的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工业绿色发展；监督管理相关行业

资源综合利用工作；组织协调全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和综合

利用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推广应用；组织实施工

业、信息化节能监察标准及计划；协调散装水泥生产发展和推广

应用工作。

11.承担全市煤炭产业规划发展、行业管理和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能，研究提出煤炭产业发展和煤矿生产安全的政策措施和

建议，组织起草相关规范性文件；检查督促煤炭企业贯彻落实国

家煤炭产业政策、技术政策、法规和煤矿生产安全法律、法规、

规程、标准、规范，对煤炭生产安全领域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作出

现场处理和实施行政处罚；督促、指导各县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贯

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煤炭产业发展和煤炭生产经营企业生产

安全的政策措施，对煤炭产业发展和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存在

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或建议。

12.按权限承担审核或审批开办煤矿准入条件、改建和扩建

的资格条件和方案，组织指导煤炭生产、煤矿技术改造、依法整

顿规范煤炭市场经营秩序，组织对煤炭经营建设项目进行评审；

承担煤炭资源整合、煤矿整顿关闭工作，做好电煤供应工作；按



- 6 -

权限履行煤炭生产、经营、安全等行政许可工作。

13.组织、指导产煤县（区）开展煤矿安全专项整治，落实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和报告制度，对检查发现的煤矿安全隐患依

法督促落实整改并组织复查；督促煤矿企业贯彻落实煤矿水患、

瓦斯治理等专项整治政策和相关法规规定，并根据煤矿生产安全

的情况，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承担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统计分析和信息处理，调查处理煤矿安全生产举报案件；承担安

顺市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14.负责全市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和行业管理，推进数字产

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贯彻执行地方性法规、规章，组织实施

大数据、信息化行业技术规范和标准；负责统筹数据资源建设、

管理；统筹协调全市政务信息化、电子政务建设，推进政务信息

系统整合、数据共享开放，促进大数据与政务服务融合应用，统

筹推进“数字安顺”建设；负责研究拟订全市信息化建设、信息

基础设施、大数据发展规划、政策措施和评价体系并组织实施；

负责统筹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大数据融合应用；负责数据中心规划

建设与集约利用；负责提出大数据、信息化领域投资规模及方向

（含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中央和省级支持建设资金安排建议，

提出大数据、信息化投资项目审批、备案和核准的建议，拟订市

级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年度使用计划报市政府审批后组织实施。

15.结合部门职责，做好军民融合、扶贫开发等相关工作；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保

障；负责本部门、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按规

定做好大数据发展应用和政务数据资源管理相关工作，依法促进

部门政务数据资源规范管理、共享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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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完成市委、市政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大数据发展

管理局、省能源局交办的工作任务。

17.职责调整

一是将原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和煤

炭行政管理职责划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是将原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军民融合的相关职责划入

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三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大数据局）所属事业单位承担的

行政职责收回机关，其他机构编制事项另行规定。

18.职能转变。深入实施“工业强市”战略，以改革创新为

动力，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着力提升工业发展质量、努力构

建具有安顺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深入实施大数据（贵州）综合

试验区建设，促进简政放权，提升监管效能，推动大数据提升政

府管理能力、政府决策能力、民生服务水平。

19.有关职责分工

一是与市发展改革委的职责分工。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综合性

能源发展战略、规划、计划，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煤炭发展规

划、计划和行业管理，市发展改革委按规定负责其它能源发展规

划、计划和行业管理。上报国家能源局、省能源局核准的煤炭投

资项目，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审核上报。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省发展改革委核准的煤炭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联合审核上报。国家、省核准的煤矿项目初步设计审批由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

二是与市场监管局的职责分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管理

食盐专营工作，承担盐业行业管理职能。市场监管局负责食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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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安全管理与市场监督执法工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安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部门决算由四家单位构成。

具体为：安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安顺市大数据管理局），

单位性质为行政单位；局下属 3 家事业单位含 2 家副县级和 1 家

正科级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分别为安顺市工业和信息化执法

监察支队、安顺市大数据发展中心、安顺市工业园区管理服务中

心。其中，安顺市工业和信息化执法监察支队为参照公务员管理

的事业单位。

二、贵州省安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19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报表（见附表）

三、贵州省安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19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

说明

（一）2019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 年度收支决算总计 13047.06 万元，与 2018 年相比，

增加 7367.17 万元，增长 129.71%。影响 2019 年决算支出比 2018

年过大的因素主要是拨入项目经费较大，主要拨入“十大千亿级”

工业产业振兴专项资金 3640 万元、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补助经

费 152.43 万元、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 240 万元、贵

州省煤炭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935 万元、贵州省煤炭结构

调整转型升级专项-2018 年煤炭企业电煤供应考核奖励资金（第

三批）779 万元、充实壮大中小企业创业资金 2000 万元。

（二）2019 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9 年度收入合计 13047.06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2581.60 万元，占本年收入的 96.43%，年初结转结余 465.46 万

元，占本年收入的 3.57%。财政拨款收入中基本支出 1712.1 万



- 9 -

元，占财政拨款收入的 13.31%，项目收入 10869.49 万元，占财

政拨款收入的 86.39%。

（三）2019 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9 年度决算支出合计 8456.6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684.33 万元，占支出的 19.92%；项目支出 6772.32 万元，占支

出的 80.08%。

2019 年一般财政支出决算与年初预算对比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支出

决算数

2019 年初

预算数

预算数-决

算书
增加或减少原因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8456.65 1644.94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支出

94.66 81.72 -12.94

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 2019 年机构改革，原安顺市煤炭管理局有

关人员划转至我局，导致人员增加，经费支出增加；二是 2018 年末上

调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缴费金额增加，支出增加。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45.80 36.07 -9.73

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 2019 年机构改革，原安顺市煤炭管理局有

关人员划转至我局，导致人员增加，经费支出增加；二是 2018 年末上

调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缴费金额增加，支出增加。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1.00 7.70 -3.30

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 2019 年机构改革，原安顺市煤炭管理局有

关人员划转至我局，导致人员增加，经费支出增加；二是 2018 年末上

调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缴费金额增加，支出增加。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

单位医疗支出
2.14 1.63 -0.51

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 2019 年机构改革，原安顺市煤炭管理局有

关人员划转至我局，导致人员增加，经费支出增加；二是 2018 年末上

调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缴费金额增加，支出增加。

2150501 行政运行 1246.67 846.52 -400.15
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2019 年机构改革，原安顺市煤炭管理局有关人

员划转至我局，导致人员增加，经费支出增加。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76.98 60.30 -16.68

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 2019 年机构改革，原安顺市煤炭管理局有

关人员划转至我局，导致人员增加，经费支出增加；二是 2019 年 7 月

上调公积金缴费基数，缴费金额增加，支出增加。

2240404
煤矿安全监察

事务
15.26 0.00 -15.26

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2019 年机构改革，原安顺市煤炭管理局年初预

算经费转入。

2240450 事业运行 191.82 0.00 -191.82
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2019 年机构改革，原安顺市煤炭管理局年初预

算经费转入。

2060404
科技成果转化

与扩散
388.00 0.00 -388.00

该功能科目无年初预算，增加支出的原因是拨入贵州百灵企业颗粒制

剂生产线建设项目补助经费388 万元，并于 2019 年拨付相关企业。

2060499
其他技术研究

与开发支出
500.00 0.00 -500.00

该功能科目无年初预算，年末调整功能科目 2150805 中 2019 年第五届

贵州（安顺）石材博览会经费至功能科目2060499。

2110199
其他环境保护

管理事务支出
20.87 0.00 -20.87 该功能科目无年初预算，使用2018 年末结余结转经费支出。

2111001 能源节约利用 6.09 0.00 -6.09 该功能科目无年初预算，使用2019 年末结余结转经费支出。

2119901
其他节能环保

支出
34.40 0.00 -34.40

该功能科目无年初预算，增加支出的原因：一是拨入新能源汽车节能

减排补助金 4万元；二是拨入电煤治超经费30.4 万元，该两项经费于

2019 年拨付企业。



- 10 -

2180803 城市建设支出 2163.94 0.00 -2163.94

该功能科目无年初预算，增加支出的主要原因：一是拨入充实壮大中

小企业创业资金 2000 万元；二是拨入工业项目建设推进大会经费35

万元；三是拨入紫云四大寨乡茅草村瑶山土鸡养殖经费40 万元。并于

2019 年拨付相关企业。

2150104
煤炭勘探开采

和洗选
1714.00 0.00 -1714.00

该功能科目无年初预算，增加支出的原因：一是拨入贵州省煤炭结构

调整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935万元；二是拨入贵州省煤炭结构调整转型

升级专项-2018 年煤炭企业电煤供应考核奖励资金（第三批）779 万元，

该两项经费于 2019 年拨付企业或相关县区。

2150502
一般行政管理

事务
55.55 76.50 20.95

支出减少的原因是：节能监察业务培训、2019 年盐业安全监管和学习

培训、十大百佳旅游商品评选活动及各类展会和交易会等项目还未完

成，相关经费未支出。

2150510
工业和信息产

业支持
1726.75 20.00 -1706.75

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拨入 2019 年贵州（安顺）国际石材博览会

经费 800 万元；二是拨入 2019 年贵州（安顺）飞行大会经费 680 万元；

三是拨入贵州新安航空机械公司研产供销数字管控项目经费100万元，

以上经费于 2019 年拨付相关企业。

2150513 行业监督 5.70 14.50 8.80
支出减少的原因是：重大工业节能专项监察及民用爆炸物品行业生产

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演练等项目还未全部完成，仅支出了部分费用。

2150805
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
46.43 500.00 453.57

支出减少的原因是：该功能科目年初预算2019 年第五届贵州（安顺）

石材博览会经费 500万元已调整至功能科目 2060499，支出经费为拨入

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2240404
煤矿安全监察

事务
82.10 0.00 -82.10

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2019 年机构改革，原安顺市煤炭管理局年初预

算经费转入。

2011302
一般行政管理

事务
28.49 0 -28.49

该功能科目无年初预算，支出增加的原因是由市商务局拨入 2019 年第

五届贵州（安顺）石材博览会经费，并于当年拨入相关企业。

（四）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一般公共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6264.21 万元，占本

年支出的 74.07%，其中，基本支出 1684.33 万元，项目支出

4579.88 万元。与 2018 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增

加 966.63 万元，增长 18.25%。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拨付贵

州省煤炭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935 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结构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支出合计 支出占比功能分类科目编

码
科目名称

2060404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388.00 6.19%

2060499 其他科技研究与开发支出 500.00 7.98%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4.66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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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45.80 0.73%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1.00 0.18%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2.14 0.03%

2110199 其他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 20.86 0.33%

2111001 能源节约利用 6.09 0.10%

2119901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 34.40 0.55%

2150104 煤炭勘探开采和洗选 1,714.00 27.36%

2150501 行政运行 1,246.67 19.90%

21505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5.55 0.89%

2150510 工业和信息产业支持 1,726.75 27.57%

2150513 行业监督 5.70 0.09%

2150805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46.43 0.74%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76.98 1.23%

2240404 煤矿安全监察事务 97.36 1.55%

2240450 事业运行 191.82 3.06%

合计 6264.21 100%

（五）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说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683.33 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 1588.88 万元，主要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奖金、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

退休费、生活补助、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其他对

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抚恤金等；公用经费 94.45 万元，主要

用于：办公费、邮电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

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六）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决算情况说明

2019 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1.10

万元，比上年增加 8.99 万元，增长 40.66%。其中，公务用车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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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23.88 万元，占 76.78%；公务接待费支出

7.22 万元，占 23.22%。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

2019 年度未发生因公出国（境）费。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9 年度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23.88 万元，其

中，公务用车购置费用 0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3.88 万元，

比上年增加 17.68 万元，增长 285.16%，增加原因是：2019 年机

构改革，划转原安顺市煤炭安全管理局公车 2 辆至我局，单位公

车增至 7 辆，同时因煤矿安全检查工作使用公车频率增加，导致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大幅上涨。公务用车主要用于正常办公、煤

矿安全检查等。

2019 年，单位财政拨款开支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7 辆。

3.公务接待费

2019 年度公务接待费支出 7.22 万元，比上年减少 0.38 万

元，下降 5%，减少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其中国内公

务接待 150 批次，902 人次。无境外相关接待费。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9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 2118.33 万元，

本年决算支出 2163.94 万元。主要为以下项目经费支出：一是一是一是一是电

煤治超经费38.2万元；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充实壮大中小企业创业资金1983.02

万元；三是三是三是三是 2019 年工业项目建设推进大会经费 35 万元；四是四是四是四是紫

云四大寨乡茅草村瑶山土鸡养殖项目经费 40 万元。

（八）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9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94.45 万元，比 2018 年增加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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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长 1.41%，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人员划转。

2.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国有资产原值总额 601.28 万元，

比 2018 年增加 58.56 万元，增长 10.79%，主要原因是 2019 年

机构改革，原安顺市煤炭安全管理资产划入。

3.政府采购情况

2019 年度我局无政府采购支出。

（九）重点项目绩效评价

1.20191.20191.20191.2019贵州（安顺）国际石材博览会绩效评价贵州（安顺）国际石材博览会绩效评价贵州（安顺）国际石材博览会绩效评价贵州（安顺）国际石材博览会绩效评价

2019 第五届贵州（安顺）国际石材博览会暨第五届全国石

雕石刻设计大赛（以下简称“第五届石博会”）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至 29 日成功举行，各项活动组织严密、安全有序，精彩纷

呈、成果丰硕。绩效评价如下：

一是一是一是一是以石会友专业性进一步增强以石会友专业性进一步增强以石会友专业性进一步增强以石会友专业性进一步增强。。。。安顺作为贵州石博会永久

举办地，今年以“石”为媒、以“石”会友，邀请的参会嘉宾涵

盖政、产、学、研等领域，包含了 11 位国际组织负责人，21 位

国家部委及其部属机构、59 位友好省市领导嘉宾，80 余位兄弟

市州政府及部门嘉宾，以及国际石材主产国等境内外的 400 余位

业界专家代表参会观展交流。行业专业嘉宾比例超过 80%，层次

高、范围广，专业代表性进一步增强。期间来自土耳其、伊朗、

美国等 10 个国家的 22 家企业和国内 200 余家企业到会参展交

流、洽谈合作。历时五天的展会吸引了来自广东、重庆等省市，

以及省内各市州约 10 万人观展，接待专业客商 2 万余人次。

二是二是二是二是以会促展产学研进一步融合以会促展产学研进一步融合以会促展产学研进一步融合以会促展产学研进一步融合。。。。本届石博会在“以会议促

展览”上寻突破，举行了石材行业稳增长淘汰落后分析会暨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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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石材矿山大会、黄果树石材产业高峰论坛等“四会三赛一论

坛”精彩纷呈的会议赛事活动，搭建起行业产、学、研共享交流

平台，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产业互动。来自境外石材和贸

易企业 22 家，省外水头锦盛石业、云浮业华石业等 30 家企业到

石材展区参展；来自福建、山东等地的 24 家企业到石材矿山机

械展区参展。200 余家参展企业全部以特装展形式呈现。同时省

授牌贵州石材产业创意设计中心落户安顺，引进９家装饰设计公

司进驻为客户选材设计提供服务。境内外、省内外参展企业代表

分别参加了系列会议赛事活动，参与企业达 400 余家，1200 余

人。来自国内外的石材专家、省内外高校学者、企业家代表围绕

石材产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艺术呈现等主题精彩演讲，聚焦

技术革新、营销创新、品牌创建等问题进行研讨交流，对行业发

展趋势、路径选择、消费方向等进行研判，有效推动石材产业技

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质流等创新要素聚集，促进资源优化

配置、企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绿色发展。

三是三是三是三是以会促商平台作用进一步彰显以会促商平台作用进一步彰显以会促商平台作用进一步彰显以会促商平台作用进一步彰显。。。。本届石博会我们着力打

造集“展示、交易、交流、合作”于一体的国际性、专业性平台，

在场馆布局、展品种类、办会规模、供需对接方面进行全面提升。

期间展品既涵盖贵州及国内外优质大理石板材，又引入全国知名

花岗岩品种、高端奢石、石雕石刻和工艺品等石材产品，针对性

地设置中心板材展区等 7 个特色展区和配套美食展区，进一步完

善中国（安顺）石材城的经营业态。注重产销对接实效，加强对

专业采购商邀约，中国建材贸易集团等 300 余家相关企业代表到

会选材和洽谈合作。贸易意向性签约累计总金额 346 亿元（其中

外贸进出口金额达 2.985 亿美元）。其中合同性订单签约 166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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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性签约 1656 笔，现场贸易成交额 2.3 亿元。石博会为国内

外石材企业交流合作搭建起供需快速通道，有力推动了贵州石材

产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四是以会促建市场培育进一步向好四是以会促建市场培育进一步向好四是以会促建市场培育进一步向好四是以会促建市场培育进一步向好。。。。本届石博会把加快市场

培育作为切入点，把实现项目合作作为招商引资落脚点。加快推

进中国（安顺）石材城市场运营，立足存量全面推进“6+1”中

心（贵州石材、西南花岗岩、西南石雕石刻、西南石材工艺品、

西南石材机械、西南奢石等“六大交易中心”与“贵州石材产业

创意设计中心”）石材专业市场的建设，汇聚 200 多个贵州名优

特大理石品种、160 余个国内知名花岗岩品种以及 20 余个高端

奢石品种到馆展示交易，有效丰富产业市场业态，推动石材产业

集中、集聚、集群和高质量发展。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谋划

增量引进企业合作建设，通过精心策划项目、广泛宣传推介，加

强对接交流，争取到技术性更强、产品附加值更高的项目在石博

会期间签约落地，有力推动石材城市场培育，加快安顺石材产业

健康持续发展。大会招商引资签约项目 19 个，投资总额 66.35

亿元。其中，合同类项目 7 个，投资额 38 亿元；协议类项目 12

个，投资额 28.35 亿元。

2.20192.20192.20192.2019年贵州年贵州年贵州年贵州····安顺黄果树飞行大会绩效评价安顺黄果树飞行大会绩效评价安顺黄果树飞行大会绩效评价安顺黄果树飞行大会绩效评价

2019 贵州•安顺黄果树飞行大会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至 21

日在我市黄果树机场成功举办。大会达到了预期效果，社会影响

力不断提升。绩效评价如下：

一是一是一是一是通航发展基础提升通航发展基础提升通航发展基础提升通航发展基础提升。。。。本届大会同期举办了“探索融合发

展新模式 共谋航空产业新篇章”为主题的安顺航空产业发展论

坛，省市相关部门、知名专家学者，航空企业、行业协会及金融



- 16 -

机构代表等 200 余位嘉宾出席，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李小

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应急管理基地主任

彭宗超，国家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顾建一等 6 位嘉宾

围绕民营企业进入国防领域的路径、航空应急救援的应用前景、

航空产业的金融创新等进行主题演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军控与安全所、九合产融集团、中国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进出口银行贵州省分行等与会嘉宾围绕“中国军工产业发展

的机遇与未来”专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论坛上，我市还与

中国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签署了共建国家航空救援区域中心战略

合作协议，并为我市与九合产融集团联合出资设立的安融基金揭

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区域航空产业发展，以通用航空、产业融

合等为重点，立足于安顺通航产业发展优势和特点，为推动安顺

航空装备制造、通用航空、航空文化和航空体育等产业加快发展

建言献策。本届论坛的成功举办，有力推动了我市航空关联产业

实现新发展，为航空产业深度融合开启发展新模式和实现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新理论、新方向。另外，我市还在飞行大会

期间成功举办了全国航空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无人驾驶航空器

系统分技术委员会 2019 年工作会议暨 11 项国家标准审查会，这

是在我省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无人机标准化会议，不仅对我国建

设完善无人机标准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效延伸了本届

飞行大会的内涵和外延。

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军民融合持续加强军民融合持续加强军民融合持续加强军民融合持续加强。。。。本届飞行大会邀请了 6 支世界知名

特技表演队进行飞行表演组织了领航者 600、GP ONE、Robinson

R44、FK14 Polaris、GA8 飞机，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的 FTC-2000G 多用途飞机、鹞鹰无人机、歼教 5、AMT-300 等

11 架飞机参加航空静态展，进一步展示了军工企业发展成就。



- 17 -

设置了面积 1500 ㎡的安顺工业产品展，安大锻造、安吉铸造、

黎阳国际、风雷航空、云马汽车、虹轴轴承、航新科技、黄赛航

空、西部雄鹰防务、宝胜科技等 24 家军工、军民融合企业到会

参展，展出了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固定翼无人机、新能源汽车、

高端航模产品、轴承磨具、飞机轮胎、刹车片、高性能刀具、电

线电缆等优质产品，全面展现了安顺工业发展新成就。规划设置

了 10 块航空发展简史展板，展示中国航空发展历程、贵州省通

航产业发展规划及中航贵州飞机公司、黎阳航空小镇的发展史，

充分展现安顺三线建设特点。

三是三是三是三是招商引资成果显著招商引资成果显著招商引资成果显著招商引资成果显著。。。。借助飞行大会平台，强化招商引资

力度，依托安顺军民融合发展优势，积极引入有实力、有技术的

企业来安投资发展。举行了招商引资签约仪式，黄铺新区军民融

合保障及智慧城市建设、镇宁航空零部件生产加工、联合创新科

技公司电竞显示器生产制造等 20 个项目在会上签约，投资总额

91.19 亿元。其中，合同类项目 11 个，投资额 73.19 亿元，协

议类项目 9 个，投资额 18 亿元。

四、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同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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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所取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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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有

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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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附属单位缴款”等之外取得的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

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

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即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

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

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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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包

括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

的结转和结余。

（九）结余分配：反映单位当年结余的分配情况。

（十）年末结转和结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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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包括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

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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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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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事业单位发生的用非财政

预算资金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

（十五）“三公”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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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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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租用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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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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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房取暖费、

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安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0 年 8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