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信县人民法院
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 )部门主要职能

崇信县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主要职责是:对崇信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

工作。主要职能是审理各类诉讼案件,惩 治刑事罪犯,解决

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保护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通过审判执行工作教

育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 )单位概况及内设机构

崇信县法院现有人员 78人 ,包括:政法编制公务员 36

人,工勤 2人 ,事业管理 4人 ,县三支一挟 4人 ,省招聘书

记员 13人 ,法院自聘人员 19人。全院内设机构 5个 ,包括 :

立案庭 (诉讼服务中心 )、 综合审判庭、执行庭 (局
)、 综合

办公室 (司 法警察大队 )、 政治部 (机关党委 )。 2个派出基

层人民法庭,包括:高庄法庭、新窑法庭。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一 )绩效自评工作组织管理情况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 《关于开展 2020年度省级预算执行

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甘财绩 1202114号 )文件精神 ,

成立崇信县人民法院
“
绩效自评工作

”
领导小组。组长:党

组书记、院长张永;副组长:党组成员、副院长李小军;成



员:张旭勇、郑晓永、李家旺。以上人员组织协调我院绩效

自评工作。

(二 )纳入绩效自评范围的单位、项目、资金

崇信县人民法院纳入绩效自评项目2个 ,涉及资金 366

万元,其 中:当 年财政拨款资金 366万元。

(三 )审核工作机制等情况

根据通知精神,院领导高度重视,通过我院绩效自评工

作的组织、开展、结束等流程,成立了绩效自评审核小组 ,

并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了审核、分析、抽查复核及公开等工

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一 )部门决算情况

我单位为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属一级预算单位,单位

性质为行政单位,决算编报类型为单户表,按照政府会计制

度填报决算数据。纳入决算编制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 1个 ,

比上年增减 0个。

2020年度共收到省财政拨款 2170.48万 元,对 比 2019

年度省财政拨款 1551.85万 元,增加 618.63万 元。增加主

要原因为:我院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两庭
”

及
“
信息

化
”
建设资金拨款增加。

2020年度,我院本年收入总额为 3460.30万元。其中财

政拨款收入 2958.54万 元。上年度财政拨款结余 501.75万

元。本年支出3009.3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3009.37万

元。本年度结转 450,93万 元,全部为财政拨款结转。



(二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0年我院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1、 确保了日

常审判执行工作及辖区基层法庭工作正常开展,同 时得到了

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改善保障了办案业务的资金支持;进

一步推动崇信法院司法改革。2、 给干警提供了安全、良好

的司法工作环境,满足了本院办案主业有效运行。3、 能够

让当事人在每一件案件中达到 95%以上的满意度。本院本年

度各类案件结案率达到了98.13%◇

(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当 年财政拨款各项指标完成情况

2020年纳入绩效自评项目实际支出数 772.83万 元,都

属于项目支出。财政拨款预算资金执行率为 87.00%。

2020年我院财政拨款预算资金结转结余 450,93万 元 ,

其中:基本支出结转结余 68.76万元(人员经费 68.76万元 );

项目支出结转结余资金 382.17万元。

2.上年结转资金完成情况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我院结转资金 501.75万 元,其

中:基本支出结转资金 135.54万 元;项 目支出结转资金

366.21万元。2020年本院存量资金实际支出数 501.75万元 ,

其中:基本支出135.54万元;项 目支出366.21万元。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我院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1)项

目资金到位率 100%。 (2)项 目资金执行率 81%。 (3)产 出指

标一与办案相关的必要支出费用得到保障,在执行过程中保

障了各类案件的各项支出费用及时到位。(4)产 出指标一结



案率提高程度,严格法定审限内结案,无积案堆案,结案率

达到了 98.13%◇ (5)产 出指标一辖区居民司法诉求,实现了

司法公正、廉洁司法、司法为民的宗旨。(6)社会效益一公

众满意度,项 目实行过程中,对辖区居民的司法诉求提供了

便利,同 时保障了干警的人身和公共财产安全,维护了法院

审判工作的有序开展,因此得到了服务对象和群众的好评。

(7)社会效益一普法宣传力度,策划实施了各类法律宣传活

动,方便了辖区居民的司法诉求,达到了一定的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8)长效管理一办案程序规范性,严格按照各项

法律规定程序开展了审判和执行工作,同 时保证了法院案件

审判工作有序开展。(9)长效管理一社会发展影响指标,促

进了崇信社会健康和谐有序稳定发展。

(四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0年我院使用办案业务专项经费合理、合法、合规 ,

保障办案必须支出的相关费用。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政府等

上级部门有关要求,过 “
紧日子

”,切实落实支出责任主体 ,

坚持精打细算,厉行勤俭节约,用好每一笔项目财政预算资

金。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执法办公办案条件的改善,为辖区

群众提供更加便利的司法坏境。同时,我院积极进行普法宣

传,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案件审判工作中来,提高了社

会对我院的认知度,群众对我院干警的满意度也得到了很大

的提升。2020年度我院总体没有偏离绩效目标。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积极推进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

绩效预算管理体系。坚持 《预算法》“无预算不支出”
的原



则,达到
“
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

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
”

的资金管理目标。着力加强对预算

的管理和监督,对相关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方法进一

步科学、有效运用,合理归集支出,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积

极推进预算绩效目标的制定、考核、评价工作,强化预算支

出进度管理,落实部门支出主体责任,完善支出进度考核通

报和约谈制度,提高部门绩效管理水平,提升财政资金配置

效率和使用效率,进一步硬化预算约束,加强财政监督,强

化绩效理念,规范收入分配,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单

位依法理财的积极性。二是进一步规范使用资金,发挥资金

使用效益。合理计划预算资金,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规

章制度办事,杜绝浪费资金。同时,紧盯资金指标,落实支

出进度,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将每一项资金落实具体,既保

证法院各项事业正常发展,又确保资金合规使用同时切实提

高资金执行效率。三是加强财务管理,严格按照会计法和会

计制度的规定,建立健全财务内部管理制度。加强专项资金

的管理。对专项资金,注重资金使用效益,确保专款专用 ,

不挤占挪用。加强支出管理,建立和完善支出管理有关制度 ,

深挖节支潜力,紧缩财政支出,建立和完善费用报销制度。

四是希望上级部门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提高业务人员队伍

建设。把绩效作为经费保障工作重点,不断强化绩效理念 ,

培养社会共识,充分发挥财政支出绩效的引领作用,进一步

加强对部门绩效管理各项工作的培训和指导。

四、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2020年 ,我院部门预算支出项目2个 ,当 年财政拨款

366万元,全年支出 366万元,执行率 100%。 通过自评,2
个项目自评结果都为

“
优

”,0个项目自评结果为
“
差”。分

项目自评情况分析如下:

(一 )项 目1一全省法院业务费

1.项 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全年预算数 350万元,其中:当 年财政拨款 170万元 ,

上年结转资金 180万元。全年执行数 350元 ,执行率 100%。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确保了日常审判执行工作及辖区基层法庭工作正

常开展,同 时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改善保障了办案

业务的资金支持;进一步推动崇信法院司法改革。(2)给干

警提供了安全、良好的司法工作环境,满足了本院办案主业

有效运行。(3)能够让当事人在每一件案件中达到 95%以 上

的满意度。本院本年度各类案件结案率达到了 98.13%。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 目资金到位率 100%;(2)项 目资金执行率 100%;

(3)产 出质量指标一项目管理制度健全,与 办案相关的必要

支出费用是否得到保障,在执行过程中保障了各类案件在审

理过程中的各项支出费用及时到位;(4)产 出质量指标一案

件结案率高,严格法定审限内结案,无积案堆案,结案率达

到了98.13%;(5)产 出时效指标一案件办理及时,能及时为

辖区民众提供便捷及时的服务;(6)长效管理指标一办案程

序规范性,严格按照各项法律规定程序开展了审判和执行工



作,同 时保证了法院案件审判工作有序开展;(7)社会效益

指标一社会发展影响指标,该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崇信社会健

康和谐有序稳定发展;(8)社会效益一普法宣传力度,本院

本年进行多次各类法律宣传活动,方便了辖区居民的司法诉

求,达到了一定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9)生态效益一对

辖区生态发展满意度,项 目实行过程中,对辖区生态的发展

中出现的问题得到改善,同 时保障了今后生态环境的良好发

展,维护了法院审判工作的有序开展。

4.偏 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院全省法院业费没有偏离绩效目标。改进措施:在今

后的工作中做到转款专用,不挤占挪用。

(二 )项 目2一法庭运维资金

1.项 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全年预算数 16万元,其中:当 年财政拨款 16万元;上

年结转资金 0万元。全年执行数 16万元,执行率 100%。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保障了我院基层法庭工作的正常运转,方便了辖区人民

群众诉讼服务,有效地维护了崇信社会和谐稳定。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 目资金到位率 100%;(2)项 目资金执行率 100%;

(3)产 出指标一质量指标,有效地保障了所属基层法庭的正

常运行;(4)产 出指标一财务管理,资金使用规范性,符合

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5)



效益指标一宣传力度较大,项 目实行过程中,多 次普法宣传

对辖区居民的司法诉求提供了便利,维护了法院审判工作的

有序开展,因 此得到了服务对象和群众的好评;(6)满意度

指标一服务司法管理水平提升,更好的服务当地辖区群众的

诉求,该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崇信社会健康和谐有序稳定发展。

4.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院全省法院法庭运维专项资金在年度绩效完成以及

资金执行率方面完成度高。改进措施:继续保持对资金的利

用效率。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 《关于开展 2020年度省级预算执行

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甘财绩 1202114号 )文件精神 ,

进一步加强对绩效目标结果的运用,督促做好绩效自评发现

的问题,并进行认真整改,确保本单位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实

现。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崇信县人民法院
中央政法转移支付 2020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 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中央下达中央政法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2020

年度中央下达我院中央政法转移支付预算 222万元,崇信县

人民法院自年初设定的年度绩效总体目标是:积极运用中央

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建立起新型的更加完善的法院经费保障

机制,以确保法院依法履行职责。保障法院完成 2020年各

类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完成 2020年法院计划内基础设

施建设、信息网络建设和设备的更新换代。及时分配资金 ,

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确保按序时进度完成各项工作目标。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 )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 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0年 ,下达到位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222万元;上

年结转资金 184.83万元,共计 406.83万 元。

2.项 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0年度中央政法转移支付项目共支出406.83万 元 ,

执行进度为 100%。

3.项 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在资金的使用上,严格按照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的使

用范围,专款专用,未发现出现挪用和违反合同约定支付等

现象。在财务上,严格按照要求进行资金分配支出,会计核



算规范,会计核算真实、完整、准确、及时,支出审批程序

严格按规定执行,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项

目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二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年度目标:积极运用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建立起新

型的更加完善的法院经费保障机制,以确保法院依法履行职

责。保障法院完成 2020年各类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完

成 2020年法院计划内基础设施建设、信息网络建设和设备

的更新换代。及时分配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确保按序

时进度完成各项工作目标。

完成情况:完成绩效目标任务,完成率 100%。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 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我院 2020年项目支出金额 142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主要有审判、执行工作产生的相关差旅费、劳务费等;基础

设施建设支出264.83万 元,预算执行率 100%。

(2)质 量指标

我院 2020年共接收案件 1550件 ,审结 1521件 ,结案

率 98.13%。 我院在资金支付过程中严格遵循相关财务管理制

度和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合理合规支出。

(3)时效指标

我院资金支付及时,无拖欠和挪用现象,执行效率高。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我院依法开展刑事审判,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妥善解决

民商纠纷,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加强行政审判工作,促进法

制政府建设;全力破解执行难题,兑现涉诉合法权益。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对法院信任度。

(2)生态效益

我院审判法庭扩建项目实施,均按国家环保标志实施 ,

未发现污染,为 收到投诉。

(3)可持续影响

我院审判执行工作整体水平良好,切实服务群众,保障

人民权重利益,人民法院的公信力不断增强。

3.满 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人民群众和党政机关干警基本满意。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院将 2020年度中央政法转移支付项目的绩效评价报

告和结果作为 2021年改进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依据,提

高预算编制质量,加快政府采购实施。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