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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代码 
信息分类 信息内容 公开方式 公开时间 责任部门 

010000 机构职能 交通运输部主要职责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人事劳动司 

010100 

  

机构领导 交通运输部部长、副部长基本情况 人事劳动司 

010200 内设机构 
部内各司局职能、领导、内设处室设置、

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 
人事劳动司、办公厅 

010300 直属单位 
部直属单位职能、领导、内设机构、联系

方式等基本情况 
人事劳动司、办公厅 

010400 
部领导讲

话 
可对外公开的部领导讲话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

人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公安局、

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局、驻部纪检组监

察局、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020000 
规章制度及规范性

文件 

交通运输行业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通知

文件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新闻媒体、 

新闻发布会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法律、法规对

政府信息公开的

期 限 另 有 规 定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

人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公安局、

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局、驻部纪检组监

察局、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020100   交通法律 
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订并颁布的交通运

输领域法律 
政策法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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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00 
交通行政

法规 

由国务院制订并颁布的交通运输领域行政

法规 

的，从其规定） 
政策法规司 

020300 

交通运输

部部门规

章 

交通运输部规章 政策法规司 

020400 

交通运输

部规范性

文件 

交通运输部出台的各类规范性文件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

人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公安局、

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局、驻部纪检组监

察局、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020500 政策解读 

交通运输部颁布的重要规章的制定背景、

意义、必要性、主要内容和实施要求等解

读信息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

人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公安局、

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局、驻部纪检组监

察局、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030000 发展规划 
全国交通运输建设发展目标、实施策略、

过程和方案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新闻发布会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公路局、

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科技司、

国际合作司、公安局、搜救中心、海事局、

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030100 

  

交通综合

规划 

全国交通运输综合类发展规划、交通运输

行业区域和城乡统筹发展规划 

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公路局、

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科技司、

国际合作司、公安局、搜救中心、海事局、

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030200 
交通行业

规划 

交通运输各业务领域发展规划、部属支持

系统专项发展规划 

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公路局、

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科技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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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司、公安局、搜救中心、海事局、

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030300 规划解读 

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各类发展规划的制定背

景、意义、必要性、主要内容和实施要求

等解读信息 

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公路局、

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科技司、

国际合作司、公安局、搜救中心、海事局、

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040000 标准规范 交通建设、管理、运营等标准规范 

政府网站（公开摘

要）、 

公开出版发行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科技司、国

际合作司、搜救中心、海事局、救捞局、相

关标准委员会 

040100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化主管机构批准发布统一实施的

交通运输领域标准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科技司、海

事局、相关标准委员会 

040200 行业标准 
交通运输部批准发布在交通行业范围内统

一使用的标准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科技司、海

事局、相关标准委员会 

040300 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国际电信联盟（ITU）和国际标

准化组织确认并公布，在世界范围内统一

使用的交通运输标准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科技司、海

事局、相关标准委员会 

040400 国际条约 
国际法主体之间以国际法为准则发布的交

通运输相关协议 

国际合作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搜救中心、海事局、救捞局 

050000 
行政许可和非行政

许可 

交通运输部依法审查的准予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从事特定活动的办理事项 

政府网站、 

信息公告栏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财务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

全监督司、科技司、公安局、搜救中心、工

程质量监督局、驻部纪检组监察局、海事局、

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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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00 

  

办事指南 

行政许可的办事指南信息，包括办事依据、

条件、程序、期限、申请许可需提交的材

料等 

财务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

全监督司、科技司、公安局、搜救中心、工

程质量监督局、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格

中心 

050200 结果公示 行政许可的办理结果公示信息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

科技司、公安局、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

局、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050300 监督管理 行政许可办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信息 驻部纪检组监察局 

060000 行政执法 

道路、水路运输行政许可监督、市场监督

检查、行政处罚和执法监督管理的规章制

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政策法规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公安局、工程质量监督局、海事局 

070000 行政处罚 

交通运输部依法对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

律法规而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行为实施法

律制裁的处罚项目、依据、标准、处罚部

门、处罚程序、监督部门等公示 

政府网站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政策法规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公安局、工程质量监督局、海

事局 

080000 财政管理 
交通运输部财政预决算和‘三公经费’等

财政信息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信息公告栏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

人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科技司、国际合作司、搜救中心、海事局、

救捞局、机关服务中心 

080100 

  

财政预决

算公开 

按照财政年度公开的部门预决算报表及说

明 
财务司 

080200 
三公经费

公开 

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因公出国（境）经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情况 
财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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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300 财务监管 
对财务状况进行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通

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财务司 

080400 资产管理 
对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

件和相关信息 
办公厅、财务司、科技司、机关服务中心 

080500 
固定资产

投资 

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管理的规章制度、通

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办公厅、综合规划司、财务司、科技司、机

关服务中心 

080600 
利用外资

管理 

利用外国的设备、技术等物资和服务发展

交通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办公厅、综合规划司、财务司、国际合作司 

080700 政府采购 

交通运输部实施政府采购的政策、采购程

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规章制度、通

知文件、招投标公示和相关信息 

办公厅、财务司、科技司、机关服务中心、

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080800 交通审计 
交通行业内部审计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

操作指南和相关信息 
财务司 

080900 规费管理 

公路运价、水路运价、港口、船舶等收费

项目的依据、执行标准、规章制度、通知

文件和相关信息 

政策法规司、财务司、公路局、水运局、道

路运输司、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081000 专项资金 
交通运输专项资金的申请、使用、管理等

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

人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科技司、国际合作司、搜救中心、海事局、

救捞局、机关服务中心 

090000 人事管理 
需要对外公开的交通运输部人事管理规章

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人事劳动司、海事局、救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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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00 

  

干部管理 领导干部任免通知，干部管理有关管理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招考计划应及时

公开 

人事劳动司、海事局、救捞局 

090200 
公务员管

理 

公务员招考、录用通知，公务员管理有关

规定 
人事劳动司、海事局、救捞局 

090300 人才管理 
人员招聘、人才引进、专家管理等规章制

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人事劳动司、海事局、救捞局 

090400 
机构编制

管理 
机构编制、部管社团管理相关规章制度 人事劳动司、海事局、救捞局 

090500 职业资格 

交通技术工种（职业）工作资格考试、注

册和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

息 

人事劳动司、工程质量监督局、公路局、水

运局、道路运输司、职业资格中心 

090600 职称评审 
职称评审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

关信息 
人事劳动司 

100000 教育培训 
交通职业资格、在职教育、干部培训等培

训相关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政府网站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

人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公安局、

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局、驻部纪检组监

察局、机关服务中心、海事局、救捞局、职

业资格中心 

110000 统计数据及分析 交通经济运行统计数据和相关分析公报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新闻发布会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并经审

核后 20个工作日

内公开 

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公路局、

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科技司、

国际合作司、搜救中心、海事局、救捞局、

职业资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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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0 

  

统计数据 月度、季度、年度交通综合统计数据 综合规划司 

110200 分析公报 
交通建设、运输生产和安全生产等相关分

析公报 

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公路局、

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科技司、

国际合作司、搜救中心、海事局、救捞局、

职业资格中心 

120000 交通设施与技术 

交通设施、装备及相应的科学技术和科研

活动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

息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

科技司、公安局、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

局、海事局、救捞局 

120100 

  

施工机械

与装备 

施工过程中使用的各类施工机械或装备管

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

科技司、公安局、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

局、海事局、救捞局 

120200 
交通控制

与设备 

交通控制与设备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

件和相关信息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

科技司、公安局、搜救中心、海事局、救捞

局 

120300 
执法设备

设施 

执法车辆、船舶、终端等设备设施管理的

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

科技司、公安局、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

局、海事局、救捞局 

120400 
交通信息

化系统 

交通建设、运营、管理、服务等信息系统

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

科技司、公安局、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

局、海事局、救捞局 

120500 交通标志 
交通标志等设施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

件和相关信息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

科技司、公安局、搜救中心、海事局、救捞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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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0 
基础设施建设与养

护运行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养护、管理的规章制

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信息公告栏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

科技司、公安局、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

局、海事局、救捞局 

130100 

  

基础设施

综合管理 

公路运输服务中公路、桥梁、隧道、场站、

港口、航道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管理的规章

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130200 

公路与桥

梁隧道建

设 

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农村公路、桥梁、

隧道及配套设施建设与管理的规章制度、

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公路局、工程质量监督局 

130300 港口建设 
港口、码头建设与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

文件和相关信息 
水运局、工程质量监督局 

130400 航道建设 
航道建设与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

相关信息 
水运局、工程质量监督局 

130500 
道路运输

站场建设 

道路运输场站及装备建设与管理的规章制

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道路运输司、工程质量监督局 

130600 

公路与桥

梁隧道养

护 

开展公路与桥梁隧道经常性保养、维修作

业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公路局 

130700 公路收费 
依法收取车辆通过公路（含桥梁和隧道）

通行费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财务司、公路局 

130800 路政管理 

为保护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附属设施所

进行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

关信息 

公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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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900 
超限运输

管理 

对机动车辆装载货物超过路政管理条件规

定而进行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

和相关信息 

公路局、 

131000 
道路运输

站场管理 

汽车客运站、物流场站等经营管理的规章

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道路运输司 

131100 港口经营 

在港口区域内为船舶、旅客和货物提供港

口设施或者服务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

相关信息 

水运局 

131200 港口维护 
开展港口设施维护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

文件和相关信息 
水运局 

131300 航道养护 

为保证航道正常使用而进行的经常性保

养、维修等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

相关信息 

水运局 

131400 港口收费 

按照相关规定，对航行船舶征收港口费用

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

和相关信息 

财务司、水运局、海事局 

140000 运输管理 

运用各种交通工具提供旅客、货物陆路、

水路等运输服务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

相关信息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信息公告栏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国际合

作司、搜救中心、海事局、路网中心 

140100 

  

运输综合

管理 

运输综合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

关信息 
水运局、公路局、道路运输司、海事局 

140200 运政管理 
为维护道路运输、水路秩序所进行行政管

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水运局、道路运输司、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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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00 
道路旅客

运输 

农村客运、城市公交、出租汽车、轨道交

通运营等道路旅客运输管理的规章制度、

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道路运输司 

140400 
道路货物

运输 

道路货物运输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

和相关信息 
公路局、道路运输司 

140500 国内航运 
国内航运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

息 
水运局、海事局 

140600 国际航运 
国际航运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

关信息 
水运局、海事局 

140700 两岸航运 
涉及海峡两岸间航运管理的规章制度、通

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水运局、搜救中心、海事局 

140800 通航管理 
通航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

息 
水运局、海事局 

140900 
危险品运

输 

对涉及危险货物运输安全事项等进行管理

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水运局、道路运输司、海事局 

141000 
重点运输

保障 

国家重点运输保障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

和相关信息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海事局 

141100 
出入境运

输 

对在我国境内注册从事出入境汽车旅客运

输、货物运输，以及与之相关的车辆维修、

搬运装卸、运输代理、货物仓储、转动包

（换）装的企业、车辆、人员，以及进入

我国境内从事汽车旅客、货物运输的外国

及港澳地区的车辆和人员进行管理的规章

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国际合作司、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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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141200 价格管理 
制定运输相关价格和价格行为管理的规章

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水运局、道路运输司、海事局 

141300 
机动车维

修 

机动车维护和修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

和相关信息 
道路运输司 

141400 驾校管理 
机动车驾校和教练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

文件和相关信息 
道路运输司 

141500 
营运车辆

检测 

营运车辆检测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

和相关信息 
道路运输司 

141600 
营运车辆

管理 

营运车辆和汽车租赁管理的规章制度、通

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道路运输司 

141700 运输安全 

对运输车辆船舶、运营人员、运输安全等

进行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

息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

海事局、路网中心 

150000 市场管理 
交通运输市场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

文件和相关信息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信息公告栏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工程质量监

督局、海事局、救捞局 

150100 

 

市场综合

管理 

道路、水路客运、货运市场监管、公路与

水运建设市场监管与行政执法的规章制

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工程质量监

督局、海事局、救捞局 

150200 
企业信用

体系建设 

信用评价、信用信息公开、评价结果应用、

网上信息平台建设等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

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工程质量监

督局、海事局、救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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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00 
市场准入

管理 

企业资质、个人资格等市场准入管理的规

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工程质量监

督局、海事局、救捞局 

150400 
招标投标

管理 

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

件、结果公示和相关信息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规划司、财务司、人

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公安局、

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局、驻部纪检组监

察局、机关服务中心、海事局、救捞局、职

业资格中心 

150500 工程管理 

工程项目审核（核准）、设计、施工、监

理、验收等方面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

件和相关信息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规划司、财务司、人

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公安局、

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局、驻部纪检组监

察局、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150600 试验检测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相关规章制度、通

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政策法规司、公路局、水运局、安全监督司、

工程质量监督局、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

格中心 

150700 船型标准 
船型标准化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

信息 
水运局、海事局 

160000 海事管理 
船舶船员等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

相关信息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海事局、救捞局 

160100   船舶检验 

对船舶及其设备的技术状况进行检验、审

核、测试和鉴定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

件和相关信息 

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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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00 船舶监督 
船舶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

关信息 
海事局 

160300 船员管理 
船员管理相关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

信息 
海事局 

160400 
船舶机构

管理 

船舶机构管理相关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

相关信息 
海事局 

160500 航标测绘 
航标、海道测量管理相关规章制度、通知

文件和相关信息 
水运局、海事局 

160600 海事安全 
海事安全管理相关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

相关信息 
搜救中心、海事局、救捞局 

170000 海（水）上搜救 
海上搜救等管理相关规章制度、通知文件

和相关信息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新闻发布会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搜救中心、海事局、救捞局 

170100 

 

搜救组织

体系 

海上搜寻、救助组织管理相关规章制度、

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搜救中心、海事局、救捞局 

170200 

搜救技

术、装备、

力量及部

署 

搜救技术、装备、力量及部署等相关规章

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搜救中心、海事局、救捞局 

180000 安全与应急管理 安全生产与应急处置规章制度和相关信息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新闻发布会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政策法规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公安局、搜救中心、工程质量

监督局、海事局、救捞局、路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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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00 

 

安全生产 

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管理、专项行动、典型

安全生产事故通报、工程质量监督等方面

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公开 政策法规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公安局、搜救中心、工程质量

监督局、海事局、路网中心 

180200 应急预案 
道路运输、水路运输、交通运输工程、海

上搜救、海上溢油等应急预案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

公安局、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局、海事

局、救捞局、路网中心 

180300 

应急管理

程序及相

关政策法

规 

应急管理程序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

公安局、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局、海事

局、救捞局、路网中心 

180400 
突发事件

应急 

道路运输、水路运输、交通运输工程、海

上突发事件等突发事件概要 
即时公开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

公安局、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局、海事

局、救捞局、路网中心 

180500 预警信息 

道路、海事、气象等预警提示信息 

（注：气象预警可直接做链接，但“海上

大风橙色预警”等重要气象预警需单独发

布到此栏目） 

即时公开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

公安局、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局、海事

局、救捞局、路网中心 

180600 数据统计 安全和应急管理相关统计数据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并经审

核后 20个工作日

内公开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安全监督司、

公安局、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局、海事

局、救捞局、路网中心 

190000 港航公安 
航运、海事和港口公安保卫工作的相关规

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信息公告栏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公安局、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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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 
资源节约与环境保

护 

交通节约资源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规章制

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公路局、水运局、

海事局 

200100 

 

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规章制度、

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规划司、海事局 

200200 节能减排 
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相关规章

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政策法规司 

200300 危防管理 
防止船舶污染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通知

文件和相关信息 
海事局 

200400 生态公路 
生态公路的相关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

关信息 
政策法规司、公路局 

200500 节约用地 
节约用地的相关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

关信息 
政策法规司、公路局 

200600 绿色港口 
绿色港口的相关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

关信息 
水运局 

210000 交通科技 
交通运输科技工作相关规章制度、通知文

件和相关信息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科技司 

210100 

  

科技项目 
交通运输科技项目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

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科技司 

210200 科技成果 
交通运输科技成果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

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科技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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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00 科技奖励 
科技奖励申报、评选、公示管理的相关规

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科技司 

210400 
科技平台

管理 

交通运输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仪器设

施、科技服务系统等科技平台管理的相关

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科技司 

210500 
知识产权

保护 

交通知识产权保护的规章制度、通知文件

和相关信息 
科技司 

220000 对外和港澳台合作 
外事及内地与港澳台合作管理工作的相关

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新闻发布会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财务司、人事劳动司、

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科技司、国

际合作司、搜救中心、海事局、救捞局 

220100 

  

多边合作 
交通运输政府间国际组织事务多边合作的

相关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政策法规司、财务司、公路局、水运局、道

路运输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搜救中心、

海事局、救捞局 

220200 双边合作 
交通运输政府间双边合作的相关规章制

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政策法规司、财务司、公路局、水运局、道

路运输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搜救中心、

海事局、救捞局 

220300 区域合作 
交通运输区域合作的相关规章制度、通知

文件和相关信息 

政策法规司、财务司、公路局、水运局、道

路运输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搜救中心、

海事局、救捞局 

220400 
港澳台事

务 

交通运输港澳台合作事务的相关规章制

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水运局、道路运输司、国际合作司、海事局、

救捞局 

230000 行业文明 
行业党建工作、廉政建设、文化建设等精

神文明建设 

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

人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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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 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搜救中心、工程

质量监督局、驻部纪检组监察局、机关服务

中心、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230100 

 

党建工作 

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具有鲜明的党

性和实践性建设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通

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

人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公安局、

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搜救中心、工程

质量监督局、驻部纪检组监察局、机关服务

中心、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230200 廉政建设 
交通运输行业廉政建设的相关规章制度、

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

人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公安局、

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搜救中心、工程

质量监督局、驻部纪检组监察局、机关服务

中心、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230300 精神文明 

行业文明建设工作规章制度、相关活动、

考评情况等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通知文

件和相关信息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

人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公安局、

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搜救中心、工程

质量监督局、驻部纪检组监察局、机关服务

中心、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230400 文化建设 
交通文化建设政策制度、活动等管理的相

关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信息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

人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公安局、

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搜救中心、工程

质量监督局、驻部纪检组监察局、机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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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230500 群众工作 
群众工作管理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关

信息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

人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公安局、

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搜救中心、工程

质量监督局、驻部纪检组监察局、机关服务

中心、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240000 举报投诉 

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投诉、举报的渠道，

反映问题的相关规章制度、通知文件和相

关信息 

政府网站 

长期公开 

信息形成或变更

后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

人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公安局、

搜救中心、工程质量监督局、驻部纪检组监

察局、机关服务中心、海事局、救捞局、职

业资格中心 

250000 其他    

 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司、

人事劳动司、公路局、水运局、道路运输司、

安全监督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公安局、

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搜救中心、工程

质量监督局、驻部纪检组监察局、机关服务

中心、海事局、救捞局、职业资格中心 

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由各局另行制定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