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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

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

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

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

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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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说明 

（一）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劳动工资统计工作的要求，结合交通劳动工资统

计管理需要特制定本制度。 

（二）本报表制度的统计范围为交通运输部直属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局、委），

各有关交通大型企业（以下简称各填报单位）。各填报单位须按照本制度规定的指标涵义、计算方法、

范围口径和填报要求，认真组织实施，按时报送资料。 

（三）本报表制度的统计内容主要包括交通运输部直属单位及交通运输系统从业人员及工资情况。 

（四）各填报单位应严格按照本制度规定的计量单位填报报表。报表无特殊说明的，绝对数指标保

留整数，相对数指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五）上报统计资料须标明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日期，并加盖单位

公章。 

（六）本报表制度采用的调查方法为全面调查。 

（七）本报表制度由交通运输部人事教育司统一组织，分级实施，由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含部直属

单位、部管有关社团）及有关大型企业负责数据的审核和上报。 

（八）本报表制度中的数据仅限内部使用，不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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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页码 

交人劳 1 表 交通运输部直属单位从业人员人数情况 年报 
机关、事业单位劳动

工资所涉及到的全

部法人单位 

部直属单位、部管

有关社团 

2月10日前

光 盘 和 纸

质 报 表 报

送 

3 

交人劳 2 表 
交通运输部直属单位从业人员工资总额情

况 
年报 4 

交人劳 21 表 交通运输系统单位从业人员人数情况 年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交通运输厅（局、

委）、各有关大型企

业所属的全部法人

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交通运输厅

（局、委），各有

关大型企业 

3月10日前

光 盘 和 纸

质 报 表 报

送 

5 

交人劳 22 表 交通运输系统单位从业人员工资总额情况 年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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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表式 

（一）交通运输部直属单位从业人员人数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代码 

单位数 

（个） 

年末人数（人） 

单位 

从业 

人员 

 

不在岗 

职工 
其中： 

女性 

其中： 

非全 

日制 

1.在岗 

职工 

 2.劳务 

派遣 

人员 

3.其他 

从业 

人员 

编 

制 

内 

编 

制 

外 

 合同期 

限一年 

及以上 

甲 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按执行会计制度类别分组总计 01 
           

一、事业合计 02 
           

  （一）1 类事业单位 03 
           

        其中：参照公务员 04 
           

  （二）2 类事业单位 05 
           

  （三）3 类事业单位 06            

        其中：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单位 07 
           

二、机关合计 08 
           

    其中：公务员 09 
           

三、民间非营利组织 10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总计 11 
           

一、制造业 12 
           

二、建筑业 13 
           

三、交通运输业 14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5 
           

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6 
           

    其中：科学研究 17 
           

六、教育 18 
           

    其中：高等教育 19 
           

七、卫生和社会工作 20 
           

八、文化业 21 
           

其中：新闻和出版业 22 
           

九、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3 
           

   （一）国家行政机构 24 
           

   （二）社会团体 25 
           

十、其他行业 26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1.行逻辑关系： 01 行=11 行；01 行=02 行+08行+10 行； 

 11 行=12 行+13 行+14 行+15 行+16 行+18 行+20 行+21 行+23行+26 行； 

 02 行=03 行+05 行+06 行；23行=24 行+25 行； 

 03 行 ≥04 行；06 行 ≥07 行；08 行 ≥09 行；16 行 ≥17行； 

 18 行 ≥19 行；21 行 ≥22 行。 

2.列逻辑关系： 02 列=05 列+09 列+10 列； 

 05 列=06 列+07 列； 

 02 列 ≥03 列；02 列 ≥04 列；07 列 ≥08 列。 

 

表    号： 交人劳1表 

制定机关： 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6〕101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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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运输部直属单位从业人员工资总额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代
码 

年平均人数(人) 工资总额和生活费(千元) 

单位 
从业 

人员 

 

不在 

岗职 

工 

单位 

从业 

人员 

 

 

不在 

岗职 

工 

1.在 

岗职 

工 

 2.劳 

务派 

遣人 

员 

3.其 

他从 

业人 

员 

1.在 

岗职

工 

 2.劳

务派 

遣人 

员 

3.其

他从

业人

员 

编

制

内 

编

制

外 

 编

制

内 

编

制

外 

 
合同期

限一年

及以上 

合同期

限一年

及以上 

甲 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按执行会计制度类别分组总计 01 
                

一、事业合计 02 
                

  （一）1 类事业单位 03 
                

        其中：参照公务员 04 
                

  （二）2 类事业单位 05                 

  （三）3 类事业单位 06 
                

        其中：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单位 07 
                

二、机关合计 08 
                

    其中：公务员 09 
                

三、民间非营利组织 10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总计 11 
                

一、制造业 12 
                

二、建筑业 13 
                

三、交通运输业 14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5 
                

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6 
                

    其中：科学研究 17 
                

六、教育 18 
                

    其中：高等教育 19 
                

七、卫生和社会工作 20 
                

八、文化业 21 
                

其中：新闻和出版业 22 
                

九、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3 
                

   （一）国家行政机构 24 
                

   （二）社会团体 25 
                

十、其他行业 26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1.行逻辑关系： 01 行=11 行；01 行=02 行+08行+10 行； 

 11 行=12 行+13 行+14 行+15 行+16 行+18 行+20 行+21 行+23行+26 行； 

 02 行=03 行+05 行+06 行；23行=24 行+25 行； 

 03 行 ≥04 行；06 行 ≥07 行；08 行 ≥09 行；16 行 ≥17行； 

 18 行 ≥19 行；21 行 ≥22 行。 

2.列逻辑关系： 01 列 =02 列+06 列+07 列；02列 =03 列+04 列； 

 04 列 ≥05 列；09 列 =10 列+14 列+15 列；10 列 =11 列+12列；12 列 ≥13 列。 

 

表    号： 交人劳2表 

制定机关： 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6〕101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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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运输系统单位从业人员人数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代码 
单位数 

(个) 

年末人数（人） 

单位 

从业 

人员 

 
不在岗 

职工 
其中: 

女性 

其中: 

非全日制 

1.在岗 

职工 

2.劳务派 

遣人员 

3.其他从 

业人员 

甲 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按执行会计制度类别分组总计 01         

一、企业 02         

其中：国有企业 03         

二、事业 04         

    （一）1 类事业单位 05         

          其中：参照公务员 06         

    （二）2 类事业单位 07         

    （三）3 类事业单位 08         

         其中：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单位 09         

三、机关 10         

其中：公务员 11         

四、民间非营利组织 12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总计 13         

一、制造业 14         

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15         

二、建筑业 16         

其中：交通土木工程建筑 17         

三、交通运输业 18         

（一）道路运输业 19         

1.道路客货运输 20         

2.道路运输辅助活动 21         

其中：公路养护 22         

（二）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业 23         

1.公共电汽车客运 24         

2.轨道交通 25         

3.出租车客运 26         

4.城市轮渡 27         

5.其他城市公共交通 28         

（三）水上运输业 29         

1.水上客货运输 30         

2.水上运输辅助活动 31         

  其中：港口 32         

航道养护 33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4         

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5         

其中：科学研究 36         

六、教育 37         

七、卫生和社会工作 38         

八、文化业 39         

九、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0         

（一）国家行政机构 41         

（二）具有行业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 42         

（三）社会团体 43         

十、其他行业 4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表    号： 交人劳21表 

制定机关： 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6〕101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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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行逻辑关系： 01 行=13 行； 01 行=02 行+04 行+10 行+12 行； 

 13 行=14 行+16 行+18 行+34 行+35 行+37 行+38 行+39 行+40行+44 行； 

 04 行 =05 行+07 行+08 行；18行=19 行+23 行+29 行；19 行 =20 行+21 行； 

 23 行 =24+„„+28 行；29 行 =30 行+31 行；40 行=41 行+42行+43 行； 

 02 行 ≥03 行；05 行 ≥06 行；08 行 ≥09 行；10 行 ≥11行；14 行 ≥15 行；  

 16 行 ≥17 行；21 行 ≥22 行；31 行 ≥32 行+33 行； 35 行 ≥36 行。 

2.列逻辑关系： 02 列=05 列+06 列+07 列； 

 02 列 ≥03 列；02 列 ≥04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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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运输系统单位从业人员工资总额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代码 

年平均人数(人) 工资总额和生活费(千元) 年平均工资总额和生活费(元) 

单位 

从业 

人员 

 
不在 

岗职 

工 

单位 

从业 

人员 

 
不在 

岗职 

工 

单位 

从业 

人员 

 
不在 

岗职 

工 
在岗 

职工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在岗 

职工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在岗 

职工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甲 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按执行会计制度类别分组总计 01                

一、企业 02                

其中：国有企业 03                

二、事业 04                

    （一）1 类事业单位 05                

          其中：参照公务员 06                

    （二）2 类事业单位 07                

    （三）3 类事业单位 08                

          其中：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单位 09                

三、机关 10                

其中：公务员 11                

四、民间非营利组织 12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总计 13                

一、制造业 14                

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15                

二、建筑业 16                

其中：交通土木工程建筑 17                

三、交通运输业 18                

（一）道路运输业 19                

1.道路客货运输 20                

2.道路运输辅助活动 21                

其中：公路养护 23                

（二）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业 24                

1.公共电汽车客运 25                

2.轨道交通 26                

3.出租车客运 27                

4.城市轮渡 28                

5.其他城市公共交通 29                

（三）水上运输业 30                

1.水上客货运输 31                

2.水上运输辅助活动 32                

  其中：港口 33                

航道养护 34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5                

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6                

其中：科学研究 37                

六、教育 38                

七、卫生和社会工作 39                

八、文化业 40                

九、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1                

（一）国家行政机构 42                

（二）具有行业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 43                

十、其他行业 4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表    号： 交人劳22表 

制定机关： 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6〕101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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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行逻辑关系： 01 行=13 行； 01 行=02 行+04 行+10 行+12 行； 

 13 行=14 行+30 行+32 行+34 行+35 行+37 行+38 行+39 行+40行+44 行； 

 04 行 =05 行+07 行+08 行；14行=15 行+19 行+25 行；15 行 =16 行+17 行； 

 19 行 =20+„„+24 行；25 行 =26 行+27 行；40 行=41 行+42行+43 行； 

 02 行 ≥03 行；05 行 ≥06 行；08 行 ≥09 行；10 行 ≥11行；14 行 ≥15 行；  

 16 行 ≥17 行；21 行 ≥22 行；31 行 ≥32 行+33 行； 35 行 ≥36 行。 

2.列逻辑关系： 01 列=02 列+03 列+04 列；06列=07 列+08 列+09 列； 

 11 列=06 列÷01 列×1000；12列=07 列÷02 列×1000；13 列=08 列÷03 列×1000； 

 14 列=09 列÷04 列×1000；15列=10 列÷05 列×1000。 

 



 

 9 

四、主要指标解释 

交人劳 1 表 

1.单位数：是指填报本报表制度的事业法人和机关法人单位的个数。 

2.从业人员期末人数：指期末最后一日 24 时在本单位中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

人员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在岗

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从业人员不包括： 

(1)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 

(2)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的学生及在本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3)本单位因劳务外包而使用的人员。 

3.非全日制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非全日制人员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其

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且劳动报

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的人员。非全日制人员不包括不定时工作制人员，如：老师、编辑

等不坐班人员。 

4.在岗职工：指在本单位工作且与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由单位支付各项工资和社会保险、住房

公积金的人员，以及上述人员中由于学习、病伤、产假等原因暂未工作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在岗

职工还包括： 

(1)应订立劳动合同而未订立劳动合同人员(如使用的农村户籍人员)； 

(2)处于试用期人员； 

(3)编制外招用的人员； 

(4)派往外单位工作，但工资仍由本单位发放的人员(如挂职锻炼、外派工作等情况)。 

在岗职工不包括： 

(1)本单位使用的且由本单位直接支付工资的劳务派遣人员，应统计在本单位“劳务派遣人员”指

标中； 

(2)本单位因劳务外包而使用的人员，由承包劳务的单位统计为在岗职工。 

5. 编制外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一年及以上：是指单位编制外人员中签订劳动合同且合同期限在一年

及以上的人员，包括档案内部管理的编外人员和档案外部管理的编外人员。 

6.劳务派遣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指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

被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到实际用工单位工作，且劳务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的人

员。 

注意：无论用工单位是否直接支付劳动报酬，劳务派遣人员均由实际用工单位填报，而劳务派遣单

位(派出单位)不填报这些人员。 

7.其他从业人员：指本单位中不能归到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中的人员。此类人员是实际参加本

单位生产或工作并从本单位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员。具体包括：非全日制人员、聘用的正式离退休人员、

兼职人员和第二职业者等，以及在本单位中工作的外籍和港澳台方人员。 



 

 10 

8.不在岗职工：指由于各种原因，已经离开本人的生产或工作岗位，并已不在本单位从事其他工作，

但仍与用人单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包括长期（六个月以上）学习、病、伤、产假离开工作岗位的职

工等。不包括本单位办理正式手续的离退休人员。 

9.1 类事业单位：国家重点扶持、以社会效益为主、基本不具有创收能力、经费来源主要由财政拨

款的事业单位。 

2类事业单位：以社会效益为主、具有一定创收能力和市场开发前景、经费来源部分由财政支持

的事业单位。 

3类事业单位：主要面向市场、创收能力强、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 

10.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是指不享受财政资金补助，实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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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人劳 2 表 

1.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指报告期内(年度)平均拥有的从业人员数。年度平均人数按单位实际月平均

人数计算得到，不得用期末人数替代。 

(1)月平均人数是以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相加之和，除以报告月的日历日数。计算公式为： 

月平均人数=
报告月的日历日数

部人数之和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
 

对人员增减变动很小的单位，其月平均人数也可以用月初人数与月末人数之和除以 2求得。计算公

式为： 

月平均人数=
月初人数+月末人数

𝟐
 

在计算月平均人数时应注意： 

①公休日与节假日的人数应按前一天的人数计算。 

②对新建立不满整月的单位(月中或月末建立)，在计算报告月的平均人数时，应以其建立后各天实

有人数之和，除以报告期日历日数求得，而不能除以该单位建立的天数。 

(2)年平均人数是以 12个月的平均人数相加之和除以 12求得。计算公式为： 

年平均人数=
12

12个月平均人数之和报告年内
 

在年内新成立的单位年平均人数计算方法为：从实际开工之月起到年底的月平均人数相加除以 12

个月。 

年平均人数=
实际开工之月平均人数+⋯+𝟏𝟏月平均人数

𝟏𝟐
 

2.从业人员工资总额：指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1990 年 1 月 1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一号令)进行修订，本单位在报告期内(年度)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

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是在岗

职工工资总额、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总额和其他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之和。 

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代缴的房费、水费、电费、住

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基金个人缴纳部分等。 

工资总额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

均应列入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 

3.在岗职工工资总额：指本单位在报告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在岗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在岗

职工工资总额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工资性津贴和补贴、其他工资四部分组成。工资总额不包括病假、

事假等情况的扣款。 

各单位在填报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四项构成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对应项目；如不能确定调整项，

可扣减基本工资项。 

4.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总额：指实际用工单位(派遣人员的使用方)在一定时期内为使用劳务派遣人员

而付出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用工单位负担的基本工资、加班工资、绩效工资以及各种津贴、补贴等，

但不包含因使用派遣人员而支付的管理费用和其他用工成本。 

5.其他从业人员工资总额：指本单位在报告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其他从业人员的全部劳动报酬。 

6.不在岗职工生活费：指在报告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不在岗职工的全部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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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人劳 21 表 

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参见交人劳 1表。 

企业法人包含下属各级法人单位的数据。 

 

交人劳 22 表 

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参见交人劳 2表。 

企业法人包含下属各级法人单位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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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录 

（一）交通运输部直属单位填报单位代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11001000000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11001010000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本级 

1100102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海事局 

11001020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海事局行政机构 

11001020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020300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口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020400 兴城交通疗养院 

1100103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海事局 

11001030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海事局行政机构 

11001030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0303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台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04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事局 

11001040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事局行政机构 

11001040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04030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 

1100104031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本级 

1100104032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大连航标处 

1100104033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 

1100104034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秦皇岛航标处 

1100104035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航标处 

1100104036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烟台航标处 

1100104037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青岛航标处 

1100104038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通信中心 

1100104039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海事测绘中心 

110010403A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航测科技中心 

1100105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海事局 

11001050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海事局行政机构 

11001050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050600 北戴河交通疗养院 

1100106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局 

11001060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局行政机构 

11001062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062200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 

11001062210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本级 

11001062220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连云港航标处 

11001062230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航标处 

11001062240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宁波航标处 

11001062250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 

11001062260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福州航标处 

11001062270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厦门航标处 

11001062280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通信中心 

11001062290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事测绘中心 

110010622A0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图中心 

1100107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海事局 

11001070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海事局行政机构 

11001070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0703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070400 交通运输部杭州疗养院 

1100108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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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11001080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海事局行政机构 

11001080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080300 中华人民共和国连云港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09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海事局 

11001090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海事局行政机构 

11001090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0903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海事局 

11001100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海事局行政机构 

11001100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1003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湛江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1004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汕头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102700 中国海员广州疗养院 

11001102800 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 

11001102810 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本级 

11001102820 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汕头航标处 

11001102830 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广州航标处 

11001102840 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湛江航标处 

11001102850 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北海航标处 

11001102860 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海口航标处 

11001102870 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广州海事测绘中心 

11001102880 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广州通信中心 

1100111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海事局 

11001110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海事局行政机构 

11001110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12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 

11001120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行政机构 

11001120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13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事局 

11001130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事局行政机构 

11001130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14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海事局 

11001140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海事局行政机构 

11001140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1150000 中国海事服务中心 

11001160000 交通部环境保护中心 

11001170000 交通安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中心 

11002000000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11002010000 长江航务管理局本级 

11002020000 长江航道局 

11002020100 长江航道局局机关 

11002020200 长江宜宾航道局 

11002020300 长江泸州航道局 

11002020400 长江重庆航道局 

11002020500 长江宜昌航道局 

11002020600 长江武汉航道局 

11002020700 长江南京航道局 

11002020800 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 

11002020900 长江宜昌航道工程局 

11002021000 长江武汉航道工程局 

11002021100 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 

11002021200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11002021300 长江航道测量中心 

11002021400 武汉航道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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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11002021500 武汉长江航道救助打捞局 

1100203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海事局 

11002030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海事局本级 

11002030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海事局 

110020302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海事局本级 

11002030220 重庆海事局通信信息中心 

110020303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宜昌海事局 

110020303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宜昌海事局本级 

11002030320 宜昌海事局通信信息中心 

11002030400 中华人民共和国荆州海事局 

11002030410 中华人民共和国荆州海事局本级 

11002030420 荆州海事局通信信息中心 

110020305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岳阳海事局 

110020305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岳阳海事局本级 

11002030520 岳阳海事局通信信息中心 

110020306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海事局 

110020306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海事局本级 

11002030620 武汉海事局通信信息中心 

110020307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石海事局 

110020307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石海事局本级 

11002030720 黄石海事局通信信息中心 

110020308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九江海事局 

110020308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九江海事局本级 

11002030820 九江海事局通信信息中心 

110020309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庆海事局 

110020309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庆海事局本级 

11002030920 安庆海事局通信信息中心 

11002031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芜湖海事局 

11002031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芜湖海事局本级 

11002031020 芜湖海事局通信信息中心 

11002031100 长江引航中心 

11002031200 长江船员考试中心 

11002031400 长江海事局信息中心 

11002031410 长江海事局信息中心本级 

11002031420 长江通信综合服务中心 

11002031430 长江通信培训中心（武汉海事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11002031440 长江通信技术服务中心 

11002031500 长江南京通信管理局 

11002031510 长江南京通信管理局本级 

11002031520 镇江通信管理处 

11002031600 长江上海通信管理局 

11002031610 长江上海通信管理局本级 

11002031620 泰州通信管理处 

11002031630 江阴通信管理处 

11002031640 张家港通信管理处 

11002031650 南通通信管理处 

110020317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11002031800 武汉内河交通安全法规研究所 

11002031900 长江海事局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11002032000 长江泸州通信管理处（长江重庆通信管理局代管） 

11002040000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 

11002050000 长江航运公安局 

11002050100 长江航运公安局本级 

11002050200 长江航运公安局泸州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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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11002050300 长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 

11002050400 长江航运公安局万州分局 

11002050500 长江航运公安局宜昌分局 

11002050600 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 

11002050700 长江航运公安局岳阳分局 

11002050800 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 

11002050900 长江航运公安局黄石分局 

11002051000 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 

11002051100 长江航运公安局安庆分局 

11002051200 长江航运公安局芜湖分局 

11002051300 长江航运公安局南京分局 

11002051400 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 

11002051500 长江航运公安局苏州分局 

11002051600 长江航运公安局南通分局 

11002051700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 

11002051800 长江航运人民警察学校 

11002070000 长江航运总医院 

11002070100 长江航运总医院本级 

11002070200 长江航务管理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002080000 中国水运报（刊）社 

11002090000 长江航务管理局本级事务中心 

11002100000 长江三峡工程航运办公室 

11002110000 长江航务管理局档案中心 

11002120000 长江航运信息中心 

11002130000 长江航务管理局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11002150000 长江航务工程质量监督中心站 

11002160000 长江航运规划研究中心 

11003000000 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 

11004000000 中国船级社 

11004010000 中国船级社总部 

11004020000 中国船级社上海分社本部 

11004020100 中国船级社温州办事处 

11004020200 中国船级社舟山办事处 

11004020300 中国船级社宁波办事处 

11004020400 中国船级社连云港办事处 

11004030000 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本部 

11004030100 中国船级社深圳分社 

11004030200 中国船级社湛江分社 

11004030300 中国船级社北海防城办事处 

11004030400 中国船级社汕头办事处 

11004040000 中国船级社武汉分社本部 

11004040100 中国船级社宜昌分社 

11004040200 中国船级社黄石办事处 

11004040300 中国船级社九江办事处 

11004040400 中国船级社沙市办事处 

11004040500 中国船级社洛阳检验处 

11004050000 中国船级社青岛分社本部 

11004050100 中国船级社烟台办事处 

11004050200 中国船级社日照办事处 

11004060000 中国船级社福州分社本部 

11004060100 中国船级社厦门分社 

11004060200 中国船级社宁德办事处 

11004060300 中国船级社泉州办事处 

11004070000 中国船级社南京分社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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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11004070100 中国船级社镇江办事处 

11004070200 中国船级社江阴办事处 

11004070300 中国船级社南通办事处 

11004070400 中国船级社泰州办事处 

11004070500 中国船级社芜湖分社 

11004080000 中国船级社重庆分社本部 

11004080100 中国船级社涪陵办事处 

11004080200 中国船级社万州办事处 

11004090000 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本部 

11004090100 中国船级社营口办事处 

11004090200 中国船级社丹东办事处 

11004100000 中国船级社秦皇岛分社 

11004110000 中国船级社天津分社 

11004120000 中国船级社上海规范研究所 

11004130000 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所 

11004140000 中国船级社海南分社 

11004150000 中国船级社审图中心本部 

11005000000 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 

11005010000 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 

11005010100 大连基地 

11005010200 秦皇岛基地 

11005010300 天津基地 

11005010400 荣成基地 

11005020000 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 

11005030000 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 

11005030100 连云港基地 

11005030200 宁波基地 

11005030300 温州基地 

11005030400 福州基地 

11005030500 厦门基地 

11005040000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 

11005050000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 

11005050100 汕头基地 

11005050200 广州基地 

11005050300 深圳基地 

11005050400 湛江基地 

11005050500 海口基地 

11005050600 北海基地 

11005050700 三亚基地 

11005060000 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 

11005070000 交通运输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11005080000 交通运输部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11005090000 交通运输部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 

11005100000 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11006000000 交通运输部机关服务中心 

11007000000 交通国际合作事务中心 

11008000000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11008010000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本级 

11008020000 密云交通绿化基地 

11009000000 交通运输部长江口航道管理局 

11009000100 交通运输部长江口航道管理局本级 

11009000200 上海河口海岸科学研究中心 

11010000000 交通专业人员资格评价中心 

11011000000 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 



 

 18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12001000000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12002000000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12003000000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12004000000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12005000000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13101000000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 

13102000000 大连海事大学 

13202000000 中国交通报社 

14003000000 杭州交通疗养院 

15103000000 交通运输部档案馆 

15104000000 交通运输部机关文印室 

 

（二）交通运输系统单位及有关大型企业填报单位代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20000000000 交通行业 

21011000000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21012000000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21013000000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 

21014000000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21015000000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21021000000 辽宁省交通运输厅 

2102200000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21023000000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 

21031000000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21032000000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21033000000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21034000000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 

21035000000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21036000000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 

21037000000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21041000000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21042000000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 

21043000000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21044000000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21045000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21046000000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21050000000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 

21051000000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21052000000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21053000000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21054000000 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21061000000 陕西省交通运输厅 

21062000000 甘肃省交通运输厅 

21063000000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 

21064000000 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2106500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22001000000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22002000000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22005000000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 

22008000000 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