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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安车改办发〔2015〕25 号 

 

 

安康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安康市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委和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中

省驻安各单位： 

   《安康市中心城区 160 平方公里内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安康市中心城区 160 平方公里外公务用车使用管理

办法（试行）》、《安康市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安康市公务用车服务中心综合执法执勤车辆租用管理办法（试

行）》已经安康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现印发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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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安康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5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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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康市中心城区 160 平方公里内 

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保障车改后公务用车服务需求，根据《安康市公

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心城区 160 平方公里内公务用车服务保障遵循

便捷合理、管理规范、保障公务、节约使用的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务用车是指参改单位按规定保留的

一般公务用车和公务用车服务中心长租、短租车辆。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级参改单位在差旅费办法规定的

常驻地范围内，即：中心城区 160 平方公里内（北至现状 110KV

高压线以北区域，包括关庙镇的柑树、田沟、周家台、金星、徐

家岭、西湾等村；南至香溪洞主景区南缘；西到现状机场以西，

至花园乡冉家河、及月河口、吉河口处；向东包括张滩镇、关庙

镇、火车东站、现状 110KV、330KV 高压线东侧以及大树岭村、

牛岭村、姚河村、红侠村等）。 

第五条  以下情况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可保障市级参改单位

在 160 平方公里范围内公务出行： 

（一）由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办公会议、组织的集体项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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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工作检查，由市人大、市政协集中组织的代表（委员）视察,

由组织单位根据人数在中心租用车辆，统一集中乘车，各参加单

位不得再另行租车。 

（二）用于应急、抢险、救灾、防汛、处理突发事件，可租

用越野车。 

（三）用于各部门集中统一组织的集体性公务活动。 

（四）中省市统一组织的工作检查及相关活动。 

（五）用于接待外宾、外省、市考察调研等公务活动。 

（六）未参加车改领导用车。 

第六条   除第五条所述外，各参改单位自行安排 160 平方

公里范围内的公务出行，不得使用公务用车服务中心车辆，严禁

因私用车，鼓励乘坐公共交通保障公务出行。 

第七条  中心城区 160 平方公里内公务出行所需车辆由公

务用车服务中心统一集中管理，实行统一派车制度。 

第八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级机关除不参改领导用车以外其

他所有参改单位。县区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九条  本办法由安康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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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康市中心城区 160 平方公里外 

公务用车服务保障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保障车改后公务用车服务需求，根据《安康市公

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心城区 160 平方公里外公务用车服务保障遵循

便捷合理、管理规范、保障公务、节约使用的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务用车是指参改单位按规定保留的

一般公务用车和公务用车服务中心长租、短租车辆。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级参改单位在差旅费办法规定的

常驻地范围外，即：中心城区 160 平方公里外（北至现状 110KV

高压线以北区域，包括关庙镇的柑树、田沟、周家台、金星、徐

家岭、西湾等村；南至香溪洞主景区南缘；西到现状机场以西，

至花园乡冉家河、及月河口、吉河口处；向东包括张滩镇、关庙

镇、火车东站、现状 110KV、330KV 高压线东侧以及大树岭村、

牛岭村、姚河村、红侠村等）。 

第五条  以下情况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可保障市级参改单位

在 160 平方公里范围外公务出行： 

（一）由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办公会议、组织的集体项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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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工作检查、调研活动，由市人大、市政协集中组织的代表（委

员）视察，由组织单位根据人数在中心租用车辆，统一集中乘车，

各参加单位不得再另行租车。 

（二）用于应急、抢险、救灾、防汛、处理突发事件,可租

用越野车。 

（三）中省市统一组织的工作检查及相关活动。 

（四）用于接待外宾、外省、市考察调研等公务活动。 

（五）市级领导组织带队的集体公务活动，统一集中乘车，

各参加单位不得再另行租车。 

（六）由单位领导带队的统一组织的集体活动（3 人以上）。 

（七）跨区域紧急公务、临时通知参会等公共交通不能满足

或费用过高的公务活动。 

（八）除未参加车改领导用车，单辆公务用车载客量最低需

达到：小轿车 3人，商务车 5人，中巴车实际座位数的 50%。 

（九）未参加车改领导用车。 

第六条  除上述九条外，各参改单位自行安排 160 平方公里

范围外的公务出行，不得使用公务用车服务中心车辆，严禁因私

用车，鼓励乘坐公共交通保障公务出行。 

第七条  中心城区 160 平方公里外公务出行所需车辆由公

务用车服务中心统一集中管理，实行统一派车制度。 

第八条  适用本办法保障的公务出行，不得再报销差旅费中

的交通费用和享受差旅期间的交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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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级机关除不参改领导用车以外其

他所有参改单位。县区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由安康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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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安康市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稳妥推进全市执法执勤用车制度改革，加强和规

范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根据《安康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总体方案》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执法执勤用车的配备使用管理。 

本办法所称执法执勤用车，是指各级党政机关用于执勤、监

管、稽查、办案等公务的专用机动车辆。 

第三条  执法执勤用车分为一般执法执勤用车和特种专业

技术用车两类。 

一般执法执勤用车是指用于执法执勤公务的普通车辆。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是指需要长期固定装载特殊专业技术设

备的执法执勤车辆，如应急指挥车、应急监测车等。 

第四条  执法执勤用车应坚持满足执法执勤工作需要，从严

控制配备范围、编制、标准，做到保障与改革兼顾。 

第五条  严格执法执勤用车的范围，执法执勤用车配备应当

严格限制在一线执法执勤岗位，机关内部管理和后勤岗位以及机

关所属事业单位一律不得配备执法执勤用车。特种专业用车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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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 

规范执法执勤用车管理，加强执法执勤用车监督，努力形成

规范有序、运转高效的执法执勤用车新机制。 

 

第二章 配备标准 

第六条 全市执法执勤车辆配备应根据原车辆编制数按一线

执法执勤人员编制数参照文件规定比例计算。 

第七条  配备执法执勤用车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有法律法规赋予的执法执勤职能； 

（二）有法定的执法执勤机构和人员； 

（三）需要经常性外出开展执法执勤工作。 

第八条  配备执法执勤用车部门按照中省公务用车制度改

革总体方案中有关编制的规定，根据职能、机构和一线执法执勤

岗位等因素，研究提出本部门保留和取消的执法执勤用车数量报

市车改办公室审批后执行。 

（一）配备更新执法执勤用车，应严格按照按相关规定做好

申报、审批、登记等相关手续。 

（二） 因机构变更、人员编制调整或其他因素变化，需要

对执法执勤用车编制进行调整的，应由各地车改办审核，并逐级

申报。 

（三）执法执勤用车不得与一般公务用车重复配备。 

第九条  除涉及国家安全、侦查办案等有保密要求的特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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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车外，执法执勤用车应当喷涂明显的统一标识，接受社会监

督。 

 

第三章 使用管理    

第十条  加强执法执勤用车使用管理，建立健全各项使用管

理制度，降低使用和维修保养成本。 

（一）加强执法执勤用车集中管理。除执行特殊任务外，执

法执勤用车应当集中管理，统一调度，提高使用效率。 

（二）根据各类执法执勤用车的特点，建立使用登记和公示

制度，接受社会监督。执法执勤用车的使用时间、事由、地点、

里程、油耗、费用等信息应当定期公示。 

（三）实行执法执勤用车保险、维修、加油等统一采购和定

点保险、定点维修、定点加油制度，健全执法执勤用车油耗、运

行费用单车核算制度，降低运行成本。 

（四）严格执行回单位停放制度，节假日期间除特殊工作需

要外，应当封存停驶。 

第十一条 财政部门应当制定执法执勤用车运行费用定额标

准，并按照编制内执法执勤用车数量核定其运行费用，列入部门

预算。 

第十二条 建立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情况统计报告制

度。各单位应当在年度决算中反映本单位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

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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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加强对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的日常监督和专

项检查，及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和处理。对违反规定配备的

执法执勤用车，财政部门将不予安排车辆运行经费，并由纪检监

察部门严格按照违反八项规定和中省有关规定，依照党纪政纪有

关规定对当事人进行处理，并追究领导干部责任。 

第十四条  各级各部门配备使用执法执勤用车，不得有下列

行为： 

（一）违规超编制、超标准配备车辆。 

（二）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执法执勤车辆。 

（三）公车私用，对外出租出借执法执勤用车。 

（四）将执法执勤用车作为领导干部固定用车。 

（五）接受企业捐赠车辆。 

（六）为执法执勤用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豪华内饰。 

第十五条 对超编制、超标准、摊派款项配车以及增加高档

配置或豪华内饰的，由有关部门予以收缴，可以调剂使用的，应

当调剂使用；不能调剂使用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公开拍卖，拍

卖收入上缴同级国库；违反规定换车、借车的，应当立即换回、

退回。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配备执法执勤用车的中省垂直管理系统，按照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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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执法执勤用车改革规定，由市级主管部门汇总后申报保留执法

执勤用车数量，报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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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安康市公务用车服务中心 

综合执法执勤车辆租用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保障车改后综合执法执勤用车需求，根据《安康

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执法执勤用车，是指公务用车服务中心

长租和短租的综合执法执勤车辆。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除国家核定的 10 个执法执勤部门

外，在实际工作中承担行政执法任务的所有单位。 

第四条  执法执勤车辆可用于以下情况： 

（一）主要用于除国家规定的 10 个执法执勤部门以外担负

执法执勤任务部门的执法执勤公务。在 10 个执法执勤部门车辆

保障不足情况下，也可租用服务中心车辆执法执勤。 

（二）用于市委、市政府集中组织的执法执勤检查。 

（三）用于行业部门集中组织的执法执勤检查。 

（四）用于经过严格审批程序批准使用执法执勤公务用车。 

（五）用于紧急执法执勤公务，可先用车后补办审批手续。 

（六）用于一般公务用车及应急车辆无法保障的特重大抢险

救灾、事故处理、突发事件处置等不可预测的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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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严禁因私用车或固定给个人用车。 

第六条  执法执勤车辆由市公务用车服务中心统一集中管

理，统一调度。 

第七条  本办法由安康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